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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星叠戰爭形勢 



少年沙彌的昆沙 

昆沙親筆8名 

昆沙(右)接受作者訪問 



李彌（中立者） 



羅相(前排中坐者） 



美斯樂溝眞寺 





李文煥(右立者） 







昆沙與波米亞 

張蘇泉(右立者）與 
作者合彩 



昆沙單中的佤族勇士及其妻女 



賀蒙佛寺 









出版說明 

按：本書所介紹的昆沙，即一般媒體所報導的坤沙。「昆沙」是他本人選用之漢字(昆 

沙熟悉漢文)，「坤沙」則自柏楊以後，爲台港通用。 

揮邦爵位分五等，即召豪考(Chao Haw Kaw)、召發(chaofa，趙發、座把)、召 

(Chao，刀、趙、昭)或蘇(sao)、昆(Khun)、坎(Kham)。要官家才能使用召、昆等姓。 

揮邦直接掌權的大土司叫召，土司的叔伯、兄弟、子孫都叫昆。昆沙的祖先是茅咱，其 

頭銜是昆，昆沙因此也就繼承昆的頭銜。但是現在揮邦的人很多都自加召的頭銜，昆沙 

的部下就尊昆沙本人爲召昆沙。 

爲避免讀者混淆，特此說明。 



我透過台漘的中國電視公司曾採訪過昆沙的節目製作人，找到昆沙在泰國駐淸邁的 

代理人。代理人要我寫書面申請，並附自傳從台灣電傳過去。 

1個星期後我到了淸邁。代理人原來是昆沙五叔的女婿。他在昆沙原來的基地滿星 

疊的大同中學畢業後，到台灣念工專，講的一 口流利的國語。他在台猜的那段期間，找 

了同學和同學的家長投資，成立公司，無形中變成昆沙與台灣商人的橋棵。他提起已將 

我在台灣電傳的信親自送到山上，昆沙讀了我的自傅，覺得我的生平與他有點相似，連 

說歡迎。第二天早晨，他送我上飛機飛往泰國西北部的夜豐頌，說下機後有一位羅德明 

先生會來接我。 

夜蹩頌的機場出口有人高舉一張信封，上面H整的毛筆字寫著我的名字。持信封的 

是一位面帶羞澀的中年人。我快步上前問：「是羅德明嗎？」 

小機場內一群人蜂擁著一位穿西服的老者，鎂光燈此起彼落。羅德明叫我跟他到人 

少的角落。他臉別在一邊，對我說，那是夜豐頌議會主席，與他相識，想躱開他，免除 

打招呼的麻煩。 

他和他的助手把我載到郊外的一家民宅。客廳的牆壁掛有泰皇一家的照片，以及框 



在玻璃中的泰文商業玉石公司的執照。 

他把我準備帶去的東西放入塑膠袋或髒紙盒，錄音機和照相機等敏感物品另分成小 

包，塞入小車座下面的隱秘部分。 

他拿來一張印有密密麻麻泰文的文書，要我按指紋。羅德明說，山上的人可以到城 

裏來，但只能住兩天，來後需到警察局辦理難民證，憑此可以經過檢査站堂堂回山。他 

還敎我兩句泰語。一是老李(Laoli)——那是我的假名：另一是四十五歲(shisephabei) 

——那是我的難民證上的年齡。我的職業是山區的中文敎師。他說，檢査士兵若有其他 

問話，司機可以代答。 

我被請到司機旁邊，貨座上站滿了人，有些是附近村民，有些顯然是山上的游擊戰 
士。卡車上載了好幾捆當天泰國出版的中文和英文報紙，我的衣物雜在裹面，I點也不 

顯眼。上山恐怕車輕路滑，又多載了兩包米。 

車子沿著柏油路向北疾駛，來往車輛不多。進入鄕村之後，只有摩托車和行人。轉 

進山路，坡度很大，有些路面已被雨水沖斷，適逢乾季，表面厚厚一層塵土。 

車行一個半鐘頭裏，經過三處泰國軍人的檢査站，進入一小段三不管地區，才見到 

昆沙軍隊把守的牌坊。從那裏又駛了十多分鐘，才到達人煙湊集的賀蒙。 

我被送入一座木板搭蓋的招待所。招待所有浴室連廁所，裏面有供自來水，但是時 



常斷水，由勤務兵遠處挑來。晚上六至十時供電，用於院子裏的一架可以收看泰國、馬 

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節目的電視機。晚上，招待所前面就像露天電影院一樣，附近的 

人，搬來板凳，圍看香港的武俠片，和他們在另一個戰場上自己拍攝與泰國兵作戰的記 

錄片。 

我在招待所首先認識的人，就是馬科伊(Alfred 窆^:050在 <東南亞的海洛因政 

治> 一書提到的一位持多國護照的毒販蓬美蓬師利(Boon Mee Boon siri)。他現在住在 

寮國永珍，在曼谷也有公司，我把馬科伊書中對他的描述吿訴他，他說他不知道自己那 

麼有名。他是一個非常溫和的老者，小時候雖與昆沙一起長大，後來也坐上了東揮邦軍 

的第二把交椅，現在則虔誠信佛。我後來與他熟悉了，他說他與越南高官是舊識。越南 

政府收繳了一批美國造臨時營房的鋁片和直升機，來不及開包，就倉皇撤軍。他問我能 

否找到關係，霣給台灣政府，出口等事務由他負貴，並給我一定的傭金。我帶開玩笑地 

說，昆沙沒有直升機，何不賣給他呢？他答說，昆沙那來那麼多錢。 

第二天下午，我見了昆沙的聯絡官楊恩才。 

他是雲南人，於六o、六一年間從大陸出來。先在緬甸敎書，後來緬甸把所有的中 

文學校關閉，無法立足。他當時在緬甸已經用錢買到合法身分。剛好台灣的大陸H作處 

發展業務，他就參加了 H作處。以後，他在泰國滿星叠的大同中學當敎員。現在主理W 



蒙最高學府宏邦高職的經常事務。他帶我去宏邦高職拜候校長趙夢雲。趙夢雲高級參謀， 

原是六o年代另一個鼎鼎大名的毒販羅星漢的助手。他年近古稀，是一個和謀的儒者。 

我見了昆沙兩次。一次是在他們的周末舞會上。身材高大，賀蒙年輕少女都搶著與 

他共舞。另一次，他單獨撥出時間，回答我提出關於他生平的問題。 

我與昆沙的秘書長張蘇泉也見了兩次面。他還準備了晚宴招待我。其中一道揮族名 

菜是油炸竹蟲，專用於招待貴賓，我見蟲子的首尾具備，說什麼也不敢舉箸。他一見我 

就向我大談人權問題，大意是揮民兩百年來靠鴉片爲生。揮邦多石地，無水利和交通。 

現在美國政府旣不敎他們改種其他作物，也不幫助他們別的謀生方法，冒冒然禁止他們 

種植鴉片，那不是逼他們走上絕路嗎？昆沙從一九七五年起就向美國提出六年計劃。現 

在他們在沒有人協助下，實行這個計劃。例如，嘗試改種芒果等其他作物，並勸導農民 

不要種植鴉片，爲他們建小水壩，幫農民改種其他作物等。 

我在賀蒙的意外收穫，是見到了揮族反抗運動的元老波德文。我請了英語翻譯與他 

談了很長的時間。他是強盜出身，也自封過皇帝。我從未見過眞正殺人放火的強盜，這 

次眞讓我開了眼界。他雖然渾身刺靑，卻絲毫沒有殺氣，若不知道他的底細，寅在看不 

出他不平凡的經歷。 



一九八八年曼谷雨季連續了 一星期，使街頭原已混亂的交通變得更爲寸步難行，東 

南亞第三大港——曼谷的隆大港口碼頭的上貨自然受到耽誤。雨水淋透了準備裝運貨輪 

貨櫃運往紐約市的兩百包沉重的橡皮帶。碼頭工人見包裹滲出白色液體，立即報吿泰國 

皇家警察。警察用電鋸鋸開橡皮包，發現裏面有一噸海洛因。 

不到幾小時後，紐約專門對付華人販毒的四十一人小組長里察.拉馬格納(Richard 

LaMagna)，即刻打電話給東區黑社會和毒品的主管査爾斯•羅斯{Charles Rose)，請 

求捜索票捜査橡皮包的收貨地點——^於皇后區的一處倉庫。他們立即認定這批貨物與 

昆沙有關。 

四十一人小組的人員在皇后區「漢堡王」(Burger King)連鎖店附近，找到那間無 

人住的倉庫，門口堆了一堆郵件。裏面有與曼谷碼頭相同的橡皮帶，亂成一團。但是沒 

有海洛因的踪跡。他們用機器照射橡皮帶也找不出可疑之物。辦公室裏面沒有任 

何記錄或檔案。小組人員用吸塵器收集灰塵，連同幾條橡皮帶帶回禁毒局的化驗室化驗。 

付倉庫租金的是兩位常住紐約的泰國姐妹，她們在回答警探的問話時，態度非常強 

硬。因爲沒有證據，警探只好放她們走。 



1個月後，禁毒局化驗結果證實灰塵裏含有中國白粉的細粒。海關記錄顯示，曼谷 

的橡皮帶曾運過兩次貨。禁毒局與泰國警察合作調査，但是毫無結果。 

羅斯的部下卡瑟林•帕瑪(Catherine palmer)日夜加班。 

帕瑪出身麻州査斯特，辦事認眞，有龍女(dragon lady)之稱。 

她最後找到香港有名的毒販，正在紐約服刑的一位姓金的人(金氏因在紐約州北部 

開快車被捕，路警發現其後座紙箱裏藏有五十多萬美元現鈔)，金氏認識昆沙的部下，因 

金氏原是昆沙在曼谷毒品經手人的常客。結果，金氏幫帕瑪找到這批海洛因的寳主是曼 

谷的幾位泰國華僑。 

一九八九年夏，帕瑪認爲可以起訴昆沙和其他的十七人。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大陪審 

團於九月開始聽證。聖誕節前後大陪審團提出起訴書，這可顯示美國對金三角海洛因大 

量流入紐約之問題的重視。 

帕瑪於次年二月在布魯克林辦公室收到一份過期的聖誕禮物。因爲她太忙，也沒有 

太在意那件禮物。她猜想那是她雙親答應寄來的一只公事包。待她正要開封時，一名緝 

毒組幹員韋恩•麥克唐奈(Wayne MCDOndell)和一名警察洪羅勃(Robert Horn)恰 

巧經過。因爲帕瑪不知道包裹上面所寫的寄件人住址，使他們兩人起了疑心。由於兩星 

期前，阿拉巴馬州一位聯邦法官和一位喬治亞州民權律師都慘遭郵包炸彈炸死，於是他 



們兩人堅持要替她開封。 

兩人把包裹放在中間，各站一邊，小心翼翼地同時打開公事包的兩個鎖。公事包才 

打開不到半英寸，向裏面看，發現內部裝了一支鋸短的點二二口徑的手槍，裝有機關， 

只要一打開，子彈就會從兩個鎖中間射出。那天如果帕瑪自己開包，她很可能已被射中 

腹部。(昆沙吿訴我的故事版本是五支點二二口徑袖珍手槍，只要一打開，就會同時向五 

個方向開槍。)美國警察立即一天二十四小時保護帕瑪。 

調査這宗案件的幹員說，投寄這個詭雷郵包的是一位黃色面孔的中年男子。他們認 

爲涉案者必定與帕瑪檢控或調査的毒梟有關。 

後來昆沙聽說此事，託人帶給帕瑪一封信，否認曾寄郵包給她。 

一九九o年三月十五日，美國司法部長理査.桑伯格(Richard Thornburgh)召開 

記者會，宣布帕瑪已在華盛頓司法部起訴昆沙，並說美國已有對付毒品的新辦法。在記 

者招待會上，美國司法部的官員異口同聲指控昆沙是紐約最大的海洛因供應者，又說昆 

沙此案是禁毒局二十五年來經手案件中證據最充分者。禁毒局局長約翰•倫恩(John 

Lawn)說昆沙自封「鴉片王J，聯邦的監察官也封昆沙爲「金三角勢力最大的毒販J。 

美國政府向昆沙發出通緝令。 

布希總統幾個月前才派兵二萬四千人，到巴拿馬抓回被美國封爲加勒比毒王的諾瑞 



加(ManuelAnonioNoriega)總統。因此有記者問如何捉拿昆沙，使他與諾瑞加同監。 

桑伯格暗示，美國從沒有邦交的國家引渡昆沙雖有困難，但是將盡其最大努力捉拿歸案。 

帕瑪也針對這點說，不久前，哥倫比亞的販毒組織梅德林幫不也是顯得所向無敵嗎？ 

美國大張旗鼓地這樣做，使敏感的電視和新聞界紛紛派人訪問昆沙。 

透過了美國的媒體宣傳，鴉片王昆沙頓時成爲全球新聞人物。 

隔了四年之後的一九九四年新年——W地球的另一面，緬甸東北角與泰國夜豐頌府 

邊界附近的一個山區村落——賀蒙——張燈結彩，鑼鼓喧天。街道上來往人群，個個喜 

氣洋洋。大家慶祝的不只是新年，更令他們高興的是半山區大禮堂裏面的活動。 

大禮堂正面掛了一面紅底刀槍交叉，上面有八角白星的旗幟，下面一桌桌圍坐了奇 

裝異服的揮邦的三十六個土司和二十六種民族的人民代表，以及從泰國首都曼谷專程應 

邀前來觀禮的泰國及其他國家的記者。每一桌都已準備了酒席。 

主席台上一位身材魁梧的戎裝中年人站起來，用揮語大聲宣布：「我現在正式宣布 

揮邦從今天起開始獨立，建立揮國。」 

他就是被選爲揮國首任總統的昆沙。 

他同時請外交部長給美國總統柯林頓發一封電報，請美國和國際社會協助揮人找出 

除了種鴉片以外的謀生之道。他表示若國際社會能迫使緬甸政府自緬甸東北部的揮邦撤 



軍，他轄下的軍民願意摧毀所種的鴉片。他呼籲外界伸出援手，提供白米、食鹽、食用 

油及醫療照顧•，他希望外界也能協助他們修築道路和建立其他通訊設施，並對他們的鴉 

片替代計劃提供必要的協助。他同時宣布，願意把自己交給國際社會處置，以換取撣邦 

獨立。 

又隔了兩——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曰淸晨，緬甸一千五百名正規軍，兵不血刃攻占 

了賀蒙，撣國覆亡。 

這暴花一現的揮國是什麽樣的國家？ 

昆沙的出身是什麼？他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一昆沙-金三角傳奇 - 3 2 

*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 

金三角地跨緬甸、泰國、寮國三個國家，最主要的部分是緬甸東北部的撣邦，其在 

泰、寮的部分則隔湄公河與兩國相望。 

梵文《佛本生經> 提及金地，按其方位，即在緬甸北部。緬甸縱貫揮大河- 
薩爾溫江(Salween)，名稱就是從金地的梵文Suvarnabumi 一字變來。 

歐人自古以來傅說薩爾溫江有金穴或金地(Mawkham)，或中國後門有金山(El Dor- 

ado)，一八九六年英國殖民冒險家詹姆斯•喬治•司各脫(James George SCOU)，曾持 

械帶人進入金三角揮邦中的伍邦地區，尋找傳說中的金鹿洞未果。 

中國古籍亦有揮邦產金的記載，例如《華陽國志》載：「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 

蘭滄水即湄公河。《雲南勘界籌邊記》說，揮邦一帶，「金確之富…邊內外民皆能稱之。」 

淸張成瑜的 <偵探記> 載揮邦「南泥物」地方「是金糠河，有金糠浮於水上。」 

民國方國瑜的 <卡瓦山聞見記》說大滾河「產金沙，故土人稱爲金河。李希哲命從人 

試掏，獲金粒大如瓜子。」卡瓦山即揮邦的佤邦。 

泰國利用昆沙與國民黨殘軍在對岸寮國班關之戰的名氣，隔河立一牌坊，稱其爲金 

三角，吸引觀光客來觀望昔日戰場。 



揮邦一作珊邦，中國人稱之爲擺夷山，因爲當地揮人就是中國的擺夷，現在易名爲 

傳族。 

撣邦古名干坡撒(Kambawsa)是巴利文幹波嘉(Kamboja}的緬語音寫。柬埔寨也 

是從同一語源變來。 

揮邦東爲寮國，東北接雲南，東南鄰泰國，南毗緬屬克倫邦，西境屬緬甸本部，占 

地十六萬平方公里(六二五oo平方英里T比英格蘭島稍大，等於台灣的三至四倍。 

它處於海拔五千至六千英尺的崎嶇高原，有森林、河流及瀑布。七千或八千英尺的 

高山隨處可見。主要河流爲薩爾溫江(在中國境內部分爲怒江)。 

揮族自稱泰，與中國雲南西雙版納的愫族、泰國的泰族、寮國的寮族和印度阿薩姆 

的阿洪是同族。阿洪人曾在印度阿薩姆建有獨立王國。揮族在一二八七年，入侵緬甸本 

土，統有緬甸全國。 

揮族占揮邦人L]的一半以上。另有崩龍、達昂、帕奧(東蘇)、卡佤、葉開、特努、安 

撒、拉祜、阿卡、巴洞、僳僳、黑養、洞勒、苗瑤、思'克木、特諾、布勒、滿曼、拉 

佤、克倫'克欽、印度、漢等共二十六種民族。最後四種民族居住平地，其他的民族屬 

於山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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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特產」——鴉片 

揮邦以產鴉片著名，其中又以果敢和佤邦的出品最良。 

鴉片學名Papaver Somniferum ,語源是希臘語Opion，義爲罂粟汁，拉丁語作 

Opium。罂粟漢語一稱芥子，新石器時代出現於東地中海。古伊拉克人說罂粟的培植和 

調製，在紀元前五千年已經開始。紀元前十六世紀出土的古埃及醫學書籍，載有嬰兒哭 

時醫生可餵以鴉片。荷馬史詩中提及從埃及人得Nepenthes，服之可以忘憂，後人推測即 

爲鴉片。古希臘人知鴉片是止痛劑。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來到亞洲之前，鴉片在亞洲並不普及，雖然阿拉伯人早在七世紀 

時已將鴉片引進印度，但其種植極爲有限，用途幾乎全是醫藥。阿拉伯人對鴉片的稱呼 

——阿芙蓉——^隨之傳入中國。 

明朝李挺 <醫學入門>:「鸦片，亦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竹針刺十數孔， 

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多了，以紙封固，曬二七日即成片矣。性急不 

.可多用，治I切諸_。」他望文生義，誤以爲鴉片爲藥片，而不知片是鸦片譯音之略。 

一八o六年，I位德國藥劑師費德列克•威廉.瑣坦納(Friedrich Wilhelm ssur. 



ner}將氨液倒入鴉片，產生一些白色粉末——即鴉片碱017H1Z03)。他按古希臘夢神 

Morphium命名嗎啡。 

一八七四年，I位英國化學家，偶將嗎啡與冰醋酸在爐上合煮數小時後，無意中製 

造了海洛因——^時叫Diacetylmorphine。他拿來在狗身上試驗，發現會產生恐懼、催 

眠和嘔吐等症狀，於是中止試驗。但是二十年後，德國的科學家經試驗後，總結說它是 

取代嗎啡和可達因的不會成瘛的理想止痛劑。德國拜耳sayer}製藥廠爲它取了海洛因的 

名字而大量生產。 

葡萄牙人爲要購買中國絲，於十六世紀末自其巴西殖民地輸入香菸，中國人很快學 

會自種菸草。 

用薛筒抽混入印度鸦片的菸草特別適合中國人的胃口。這個吸菸方法開始於爪哇土 

人，傳給在東南亞的華僑苦力。十七世紀，荷蘭人繼承葡萄牙人在東南亞的霸權，它先 

將鴉片銷到台灣，隨後，吸鴉片的習慣也傳到福建和廣東，進而蔓延至整個中國。 

十八世紀末，英國併呑北印度之後，將孟加拉及其附近的鴉片壟斷，開始向中國輸 

出。鴉片成了中英貿易的大宗。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使得鴉片更加自由地進入中國。 

中國爲抵制英國鴉片，鼓勵國人自種。 



十九世紀初，中國癱君子人口大量增加，促使中國鴉片增產。它初期的品質較印度 

鴉片差，因爲便宜，銷售量迅速增加，逐漸取代了印度鴉片。它的種植從雲南和四川山 

區擴及華南和華中。中國各省也鼓勵當地生產鴉片。一八八o年鴉片生產最多的省份爲 

四川，次之爲雲南。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的鴉片生產圃。 

雲南的鴉片遂開始向東南亞輸出。一九o1年法颶印度支那總督報吿記載，該殖民 

地專賣所零售的鴉片，有一半是來自毗鄰的雲南。 

由於雲南鴉片便宜，逐漸成爲東南亞走私的主要商品。_甸、泰國和印度支那的瘺 

君子不願付高額的鴉片稅，改向黑市購買雲南鴉片。每年都有大批馬幫護送數噸鴉片， 

走私到揮邦、泰國和法颶東京(越南北部)。 

揮邦雖然離盛產鴉片的印度孟加拉和比哈地區不遠，但是在十九世紀以前還沒有人 

在那裏種植鴉片。 

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特別是苗與瑤，由於中國政府的不斷征剿，在十九世紀中， 

一批又一批，移到印度支那和金三角山區，帶來了他們熟悉的鴉片種植技術。 

由於中國的需求市場大，雲南的商人跑到揮邦和印度地區，一方面推廣鴉片種植， 

另一方面也與種植鴉片的少數民族進行有關鴉片的貿易。 

揮邦的其他民族如拉祜、克欽、僳僳和佤族，經濟上從來依賴中國，雲南商人也把 



他們當做雲南西部民族的一部分。 

另外，中國動亂，華人大量移入揮邦，不但把吸食鴉片的習慣帶來，而且也助長了 

鴉片種植的普及。 

一說，葡萄牙商人於十九世紀初將鴉片傳入緬甸，從此許多山地民族就以種植鴉片 

爲消遣和藥用。 

揮邦多山地，生活艱苦。該地和克欽邦的克欽人在辛苦工作之後，將鴉片混合曬乾 

切細的嫩葉(最好是香蕉葉)通過水菸筒來抽，非常提神。 

這些地區交通極爲不便，運輸主要靠山間小徑，無法帶重東西，鴉片輕而價高，容 

易攜帶。故當地人出門，身上必帶一小塊鴉片。除了醫治病痛和吸幾口提神外，還可以 

當貨幣使用。 

緬甸的克欽人常到印度的阿薩姆和中國與同族人結親，送禮和錢主要用鴉片。金三 

角連中國在內共有四個國家，政治不穩，經濟崩潰，貨幣不但時常更換，而且也時常眨 

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鴉片是這些地方唯一的通貨。 

泰、緬、寮大規模生產鴉片，比中國本土遲了整整五十年。原因是英«細甸，法屬 

印度支那和泰國都儘量壓制山地民族種植鴉片。這些政府靠海外進口鴉片，高價賣給消 

費者來牟利。 



英國人征服上緬後，有系統地發動鴉片減產。但是它又准許開設薛館，使揮邦菸客 

人數大增。一八九七年，緬甸總督保羅•多馬(Paul Doumer)將五個獨立的鴉片機構，併 

成I個鴉片專賣局，並特製一種易燃鴉片，鼓勵消費。 

英國又於一九二三年通過揮邦鴉片法，登記種植者，買光所有的鴉片，並開始徵收 

鴉片稅。不久，英國人放棄這個政策，因爲反彈太大。 

英國人對揮邦鴉片的禁止不力，違反鴉片法者最高刑罰是徒刑兩年。克欽人隨時可 

以攜帶和運輸少置鵪片，揮邦到處也可見鴉片銷售站。 

揮邦薩爾溫江以東在一九四六年以前可以合法種植鴉片，那一年聯合國議定書雖然 

規定緬甸不准種植鴉片，但是緬甸所隸屬的印度殖民政府並不嚴格執行議定書的規定。 

緬甸獨立後，於I九五o年通過禁止鴉片法，全面禁止鴉片買賣和消费，但是對盛產鴉 

片的揮邦卻束手無策，所以情況與以前沒有多大改變。揮人也以聯合國議定書沒有與揮 

人商議爲藉口，公開反抗鴉片禁令，鴉片生產也隨之增加。一九七四年牺甸因爲各大城 

市靑年使用海洛因，造成社會問題，通過較嚴厲的毒品法，但是收效甚微。 

*罌粟 

罂粟種子在金三角極容易得到，鴉片汁刮光後的罌粟花苞等於廢物，其內都是種子。 



罌粟適宜在濕度高、海拔三千三百英尺以上的山區生長，低於這個高度罌粟長不好。 

它經常與玉米或旱稻輪植，尤常與玉米輪作。罌粟是極嬌嫩的植物，天時、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略有差錯，全部報廢。 

種植罂粟的土壤是決定產景和種植季數的重要因素。鹼性的紅褐土最佳，大約可以 

連續種植十季以上。較差的土壤只能種一、二季，就必須放棄。金三角的人選擇土壤， 

有些人看土色，有些人看土壤肌理，有些人則用嘴舔其味道。 

金三角有雨季。恰好罌粟是冬季作物，夏天就先把山坡的樹木和雜草淸除和燒毀。 

土壤要挖鬆，秋天下種。大多數的鴉片都是在八至十月間種植，十一月左右，拔去生長 

不良的罂粟，使土壤養分集中在生長的罌粟；一至二月初收穫，視其罂粟品種而定•，有 
些人種植多達三種以上的品種，有些人只種I種品種。 

三、四個月之後，罌粟開花，結成拇指大的苞，花瓣落下，花苞由綠變成棕色，那 

就是收穫季節了。傍晚用兩個或三個刀瓣的刀，將花苞表面垂直刮破，慢慢流出白色的 

汁，氧化變成褐色，第11天早上將略略硬化的汁，用扁平的寬刀小心刮下，就是生鴉片。 

一個花苞刮多少次，視種族而定，苗族只刮一次，至多二次；瑤族或阿卡則刮二或 

三次。可以想像，第二次以後的汁要比第一次少很多，以後遞減。有大片鴉片田需要照 

管的人認爲刮第二次不値得。種小塊鴉片田的人，則採精耕法。各族中，以瑤人生產的 



鴉片最好。根據硏究，三百八十七個工作天可以生產一點六公斤的鴉片C選鴉片田的時 

間不計外，工作內容包括燒山、下種、除草、刮苞、收汁。 

因此生產一噸鴉片需要二十七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個工作天。 

四口勞動力最強之家，在風調雨順和土壤肥沃的條件下，一年可以生產十二公斤的 

生鴉片。罂粟種植受天候的影響極大，而且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故主要是婦女和兒 

童的H作。 

*海洛因 

金三角的生鴉片製成嗎啡的過程極爲簡單。只要加上石灰和鹵沙(氯化氨T就可以 

製成資脂，因其沒有臭味，重量只及生鴉片十分之一，故極便於攜帶或運輸。石灰和鹵 

沙到處可以買到，一般是作爲肥料出售的。 

生鴉片在熱水中溶解，經粗棉布過濾，將水煮乾，即成比生鴉片稍純的「禪杜」ohan 

duT又稱熟鴉片，可以吸。從「禪杜J製膏脂，再製成海洛因。山地民族和華人只製「禪 

杜」，以後的程序由更專門的人來做。 

海洛因的製造過程是將熟鴉片加醋酸酐處理後，成爲含海洛因不高的海洛因基，再 

加上若干種化學品如硬石膏、醚和乙酸一百等，將其精製爲含海洛因九成以上或更純的 



海洛因。 

三號與四號海洛因的區別是四號純度在九成以上，但是價格卻高出許多。三號是只 

能吸，而四號旣可以吸，又可以直接注入血管，麻醉效果最快。 

除上述方法外，土耳其塔斯馬尼亞島也爲美國的莊臣製藥公司種植鴉片，不過該地 

收穫鴉片是將罂粟花苞煮成漿，然後提煉。 

鴉片產區除金三角外，還有伊朗與土耳其交界的金新月•.巴基斯坦政府控制不到的 

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墨西哥。印度雖出產鴉片，但是由政府嚴格控制出售。 

•馬幫的起源 

馬幫是金三角特有的商業形態。該地的鴉片貿易主要還是透過馬幫。 

《淸史稿> 說：r江西、湖廣及雲南大理永昌人出邊(灌緬邊境)商販者甚衆。」可見揮 

邦的行商是雲南人的傅統職業之一 。 

淸朝中葉以後，中國內亂不斷，貴州、兩廣、雲南一帶的貧苦農民，爲了求生，常 

常三五成群，趕三五匹馬，穿過原始叢林，翻山越嶺，從邊區的一個少數民族的村寨趕 

到另！個少數民族村寨，甚至遠到寮國、緬甸、泰國和印度。起初他們是買賣一點女人 

用品，如針線、鞋襪、首飾等，做久了，就做布匹、寶石、藥材等生意。最後，一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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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自成集團。 

這些集團，極富地方色彩，有雲南土生幫，有兩廣幫，有貴州幫，邇有湖南、西康 

的集團。 

邊區根本沒有公路，走的都是羊腸小徑，有時甚至還要越過荒野，所以在缺乏交通 

H具之下，騾馬自然成爲邊區的主要交通H具。 

最近有人到緬北游歷，在他所著書說：「密支那的商人來到克欽邦的江心坡。他們出 

售梅乾、餅乾等物。這種行商是緬甸所獨有的。這些人背了一籮窗的煉乳、茶包、咖啡 

和餅乾以及圍裙或女人的化妝品，他們經常在偏僻的地區，從一個村落到另一個村落， 

經月不歸，賺些蠅頭小利。這就是緬甸經濟的嚴酷實況。J 

*馬幫頭子——馬武相 

<雲南北界勘察記> 保留了I篇馬武相的傳記，可以看出早期的馬幫，內容如下： 

馬武相是雲南騰衝龍江人。世世代代信奉回敎，裏民出身。小時沒有讀過書。二 

十多歲時跟人爲騰衝商人運貨進出滇緬邊界，因此熟悉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當 

時，少數民族經常結幫搶奪商人的貨物，馬武相因爲憨勇而有膽氣，商人建議當 



局，讓他帶七、八個壯士，抽保路費•保護商道。随著強盜減少，商道也跟著暢 

通無阻。他被政府任命爲千總，後來立了許多戰功。他善於領導部下，選擇値得 

信任的少數民族，認作養子，這些人常常在他有困難時都能夠拼命爲他做事 

<雲南勘界II邊記》說：「夫馬武相一回民耳，聚十數少年扼老八募以保商路，英人 

見之，不敢過問也。」 

•「貉」商 

一八三四年英人約翰•克勞佛德著《出使阿瓦朝日記》說： 

玄南省的中國人和緬甸敵®從事一個規模相當大的通商贸易…這一方面的質易主 

要操於中國人的手中，這些中國人可分爲兩種，一種是住在緬句垅内的華僑，另 

一種便是和他們有聯繫的住在中國本土的中國人。…來自中國的商隊，全部係由 

中國人組成，每年十月初抵阿瓦{曼德禮T據説從雲南起程到此需要六個星期。的 

確，可能在十月中旬季節雨停止之前，商隊根本無法雜開中國，那次季節雨限定 

商隊除非在前面所提的那段時期從事旅行不可。他們的旅程是没有水陸的，貨物 



也不用大車拖運，而是用馬、騍和驢子。 

1位任職印度測最部的英國人於一八九五年將其泰國旅行記匿名出版。書中說，他 

在中、緬、泰、寮邊境遇見了許多被稱爲r貉」的中國人。他們用牛、象、騾、驢成群結 

隊運送鴉片和其他貨物。他們武裝，常常與政府軍和地方軍衝突，有時他們也會幹殺人 

越貨的勾當。 

在普雷-我遇到一位非常有趣的「貉」商，名叫蘇里曼•纳林迪尼(漢名馬宜成)。他 

在寮國經商已有十五年，曾到過麥加、孟買、加爾各答、仰光，也曾多次到過毛 

淡棉。目前與他同行的有從未出過遠門的蘇里曼.馬立克，漢名馬昭。他現在想 

到曼谷，然後到麥加，回程經毛淡棉。另一個同行者名約瑟夫(漢名纳速芳T他們 

是屬於回敎的瓦哈比派，不准抽菸。…他很客氣地請我到他的帳篷，他謝絕我敬 

他的雪茄，我才發覺他崇信的宗敎嚴禁抽菸。…奇怪的是中國的回敎徒除回敎姓 

名外，還有中國姓名。他們自稱是阿拉伯人。…騍夫中約有二十人不是回敎徒。 

由此可見，雲南商團很多是回敎徒，而且姓馬。 



雲南是回敎徒的一大集中地。十九世紀中葉雲南同亂，建大理國。回民本來擯長貿 

易，大理國亡後，流離失所，更積極組織商團。滇、緬間貿易終成爲回人主導的企業。 

商團運貨是有計劃的，但亦沿途順便買賣貨物，例如，向少數民族出售雜貨並收購 

鴉片：又如把揮邦的棉花賣到泰國南邦。商團的經手人通常是定居當地的雲南人。商隊 

與落戶的雲南人之間有非常緊密的聯繫。 

商團貿易不只買賣雙方都是雲南人，而且販運途中隨時需要當地居民指點路途、提 

供保護和供應膳宿。他們雖有武裝部隊護送，但只能應付意外搶劫，對敵視居民的長期 

攻擊恐怕無能爲力。 

商團很少在野地過夜，以免強盜侵襲。在小城鎭，他們住小客棧，裏面供應食物和 

草料。出了城鎭，他們就找雲南人落戶的山村過夜。他們不帶播草，以便多帶貨物。 

商團當初可能以雲南居多，因其本少利厚，有膽氣者亦往往爲之。 

〈偵探記》提及英國人於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初次派員到中、緬邊境調査時， 

雇用回亂失敗逃往r葫鑒王界(佤邦}之回人騾馬九十匹{査此回人實有騾馬一百二十匹， 

許英人只用九十匹}隨從三十名，鍋頭二名。每牲口一匹，按月給洋銀四十員，馬夫別無 

工資，限五個月爲期，倘只用三、四個月，工資開發，不能少給分毫。」 

據英國人的記載，雲南的回敎商人遠在英國來到緬甸之前就與暹羅邊境建立了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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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但是，這種交往不是沒有衝突的。英國在印度的檔案中保留，英國情報報吿一九 

三八年五月十三日，中國強盜六十四人進攻景棟邦的猛揚，造成四人死亡，六人受傷。 

丹麥籍的人類學家艾利克•塞登法登(Erik seidenfaden)說，雲南裔的回敎徒是 

「世界上最偉大的販子、第一流的騾夫和鴉片走私者。J 

淸末民初，他們主要的貨物是鴉片和藥材，以後發展到英國布匹和化妝品，從緬甸 

邊區進入雲南。抗戰時，他們則買一些軍需物資及槍枝彈藥運送雲南，賣與政府作抗日 

之用。如此他們年復一年，積了錢後，許多和揮族婦女結婚。但是，他們通常在雲南也 

另外有家。兩地都有妻子。回敎徒本來允許多妻，揮婦尤其不妒。揮人一般雖然一夫一 

妻，但是土司和富人都娶多妻。 

陳碧笙於所著的 <滇邊散記》提到，一九四o年前後他見到的「回回馬幫」的情形： 

我們同行的回回馬幫是六匹馬，五软貨，四個人组成的一隊小行商，另外還帶有 

河西土造的步搶三支。…三個月以前，他們八個人五支槍由夷方回來，走到這裏 

的時候，遇到十多名土匪，他們相互轟擊了一個多鐘頭，終算被對方打退了，貨 

物牲口完全沒有損失，不過死了幾個人，傷了兩個人。…這些回回馬幫不但是往 

來滇省各地，且又出入緬甸與暹羅。他們由内地馱來#巴雜貨，到邊地換了那裏 



的產品，然後結隊出口。他們從前的目的地是緬甸，不過近年以在緬甸無利可圖- 

他們便越境而南入暹羅-像這種到國外的販運生意，三次只要走通一次，就有厚 

利可ffl。所以他們到了目的地後，不免到菸館賭場鬼混那麼幾個月，等到身心兩 

俱疲憊不堪了，才辦些布匹洋貨之類回中國來。…他們在外國境内，偶然也幹些 

不法的事情，像偷牛盜馬調戲女人之類"一入雲南，又變成一等好百姓。…像這 

一類的回回馬幫，據说有兩、三百人，大部分來自玉溪-建水、河西、峨山各縣。 

1九四九年左右，這些雲南商人，回不了雲南的家，流落和定居揮邦山區已有三、 

四萬人。其後，雲南人出境不易，揮邦及其附近的商團貿易，特別是鴉片或寶石的走私 

都爲當地漢人之有力者或土司，甚至少數民族頭目取代。 

一九六五年泰圃政府曾作過調査，泰國境內雲南人在城市落籍者不計，光是山地的 

雲南人村落就有六千六百人。 

•馬幫對金三角的影響 

金三角活躍的馬幫主要運輸的貨品爲鴉片。雖然它們的成員是回人，但都是中國人。 

它可能是按照當地的經濟條件自然產生，它也可能是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時代中國西南內 



地的菸幫的荽延和沿襲。菸幫是鴉片商人的武裝組織。 

馬幫其實是保護商團的私人武裝團體，也就是武俠小說中所謂的鏢局。其不同之處， 

是他們代客運輸而兼保鏢。馬幫的行業就是保鏢。所以做馬幫生意叫「做鏢」。可能最初 

幹這一行的人姓馬(回名穆罕默德)的人居多，也可能是這些人靠騾馬維生，故名。 

馬幫界於正邪之間，有時很講義氣，有時卻與強盜相去不遠。 

馬幫有兩種：一種是有組織的，粗具軍隊或商業團體的形態，負實爲生意人「馱脚J， 

只賺「架脚錢」。由老闆聘請一位r鍋頭」負責管理，等於是業務經理：也負資戰鬪任務， 

等於是鏢師。鍋頭是具有各種才幹的能人，而其老闆的「出門經驗」不見得會比鍋頭豐富， 

故有時他的權威和社會聲望還會大過老闆。他的待遇也高，每年還要分紅。I旦上路， 

所有行動都要聽馬鍋頭的，遇到關卡由他交涉，衝關突卡，發生戰鬪，也得聽他指揮， 

穿越原始森林，架橋開路，遭逢土匪盜賊，展開遭遇戰爭，都是他的貴任。由老闆自兼 

鍋頭的人，多半是出身鍋頭，累積了金錢之後再成爲老闆，這種人很受尊重。 

另一種是同一地方的生意人爲求安全，結幫「出門」，只做自己的生意，不替別人「馱 

脚」。他們只是臨時湊合，靠鄕親關係結合起來的。其冒險犯難頗有拓荒者的精神。他們 

大家都是老闆，公推一位經驗較豐富的老闆爲鍋頭。這個鍋頭只負資r火壇」或r火塘」(有 

馬房的旅店或住宿)、r起燒.1(升火煮飯)、r開午梢」或r開燒」{休息午餐)、「歇燒打尖)以 



內的事情…至於如管理伙食賬'聯絡生意人和解決糾紛，以及其他如別人運什麼貨、盈 

虧多少等，他一槪不管，也不能管。 

馬幫運貨不全是馬，而以騾居多。騾子運貨方式則騾夫先置木馱架，以生牛皮繩綁 

箱匣於其上。須左右平均。騾夫見有未均者，則稍稍更易，或加小件，甚至石塊於一方： 

若左右不等，騾背必擦疼，或滿載顚覆。 

迨行李盡綁架上後始上鞍。鞍亦木製，僅跨騾背上，並不束以肚帶，惟繫I皮帶， 

環於頭，防上坡時後退，又設一木楸，防下坡時前卸。 

騾群中最重要的是「頭騾」和「二騾」，它們比別的騾子聰明強壯，其毛色、年齡和體 

形亦應毫無異處。 

:一騾之後爲「踢騾」，必須是性格極壞的騾子，備鞍時非r逃j即踢，裝r架子」(貨物)時， 

又再逃或踢一次。 

出發前夕，騾馬都趕回火壇，按頭騾、二騾的次序，排成一隊。排隊過程中，若有 

一匹驟子亂閬，r趕馬人」就端著它的鞍子，站在它的「馱子」前，大聲叫它的名字，它便 

會聞聲來到面前，讓人把鞍子罩上，這叫r叫鞍J。許多騾子是不需叫鞍的，大夥只消吼 

幾聲，騾子便會自行排成一列，等候套鞍。 

衆騾就鞍後，兩位騾夫提一架行李，置於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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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馬人喜把頭驟、二騾打扮得花枝招展，前鬃下的佩頭繩上扎一朶人造泡線花，並 

在花中間嵌上一面小玻璃鏡，走路時多一只發光的慧眼。頭騾頸上經常戴著二至三只r乾 

鈴」：二驟頸上則戴一串「兒吵」，走路時叮咚作響。 

馬幫出門帶有一面或數面鑼，淸晨或黃昏或月光下通過森林時，則不停敲鑼，以壯 

膽或嚇退野猷。吃晚飯後，他們唱歌或說故事來打發時間。 

騾子如聽到槍聲或受到攻擊時，會先把背上的貨物踢掉再逃。 

馬幫在緬甸是很響亮的名詞。中國內地的東西在緬甸、泰國和寮國一帶普受歡迎。 

沿陸路做買資的就是這批人。 

馬幫都是有武裝的。他們除了老闆外，還有管馬的。馬的數目不定，多至一千，少 

至數匹。馬幫成員都非常強悍，每個人都有一批馬、一枝槍和足貴的子彈。 

四九年以後，他們無法回雲南，雲南的東西也運不出來。生意一落千丈，因此恨中 

共入骨。葉植楠和李國輝率領的九十三師，因拒絕繳械和緬軍在大其力衝突，馬幫熱心 

捐款、捐糧、捐彈藥，年輕的還拿槍支自動協助九十三師作戰。此後，有的參加部隊， 

有的照常做生意。 

馬幫所以能通行無阻，是因爲向沿途的控制者繳買路錢(禮金、過路費、過水費等種 

種名目)。 



說 
買路錢是當地統治者的經常收入之一，不能訂得太髙，令商團無利可圖而改道。 

《偵探記》提及有I次英國人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地區，晚上村寨的頭目來對英人 

「我自立此山以來，漢、緬兵丁未曾到此，爲何爾洋人突如其來也？倘要越過此地， 

必須先給洋銀二千員，鴉片菸四、五百砒，始肯容情。不然，則萬難相容。J英人 

當即給洋銀一百員，鴉片於一、二桃。收受者一人。其他衆人不肯受。即言：r倘 

若不給所需之數，縱爾英人等過去，我必先往前途-遨衆阻攔。」领路人聞之，急 

告英人。是晚，此寨野人不知如何號令，轉瞬間見野人四路蜂擁而來。略計其數， 

二百餘人。是夜聞有刀木之音。英人大騖，臥不安枕，密令兵丁，人人持械，通 

霄防備。次日，天明，尚欲前往，命領路人探査回報，前邊道路盡被樹木攔阻， 

不能再行。此外，亦無可行之路。英人聞知，即刻折回原路。別尋他道而行。剛 

出此寨後一、-一里，野人槍炮並發，響聲震地。英人只管催行。人人喪膽，各各 

驚心，無不色變。只得折回原路。 

同書又提及，這個隊伍有一次，r途中有野匪三、四人，截搶去牲口三匹，脚人手無 



軍器，何以爲情。有一年幼者，大膽空手禦之，被野匪舉刀砍傷，約去肩皮二、三分， 

不甚重。彼即上山奔吿英人。英人即差該寨野官究治，已無踪跡。」 

<蠻荒行脚> 提及五o年代的揮邦路途，「有土匪、有撣軍、有裸黑部隊，車輛經過 

時，碰到土匪固然要搶劫一空，經過揮軍和裸黑的地段，隨時聽到槍聲起處，立即要停 

車等候，名爲檢察，寅際是要你丟下買路錢來，在撣軍地段，如果發現有緬政府軍公人 

員或政府方面有關係的人，不遭殺害，也要被洗劫得片甲不留。」 

吳林衛 <緬邊三年苦戰錄> 載，國民黨軍安頓猛撒之後，在所佔揮邦土地的必經通 

道上，設立關卡。當每一批馬幫運著鴉片，從緬北南下經過時，部隊就抽一點稅，才放 

他們過去。所收的錢，作爲部隊的副食費及其他開銷，馬幫爲避免麻煩，也願意付出這 

一點額外的支出。一九四o年末，李國輝接到曼谷綏靖辦事處的電報，命令他r相機徵用 

非法走私的馬幫」，原意是要他徵用那些與雲南境內共軍勾結走私的馬幫，但是李國輝誤 

會了這個命令的內容，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所有經過猛撒的運送鴉片的馬幫都激械徵用 

了。這一措施M動了這個滇緬邊區，因爲這一區域內的馬幫，十分之九爲雲南人，而且 

他們的貨物幾乎全是鴉片，而大部分雲南人直接或間接都曾幫助國民黨軍，甚至與李彌 

有或多或少的關係。馬幫群起反對，從猛撒鬧到曼谷李彌那裏。武器货物後來雖然發還 

了，但是受損的人，忍不住這口氣，便在國民黨控制區外大肆攻擊國民黨軍。 





•族屬 

根據昆沙所藏家譜 <淸河張氏意目> {注I )，他的祖籍是雲南大理趙州木瓜寨。雲南 

少數民族區稱較大村落或數小村落的集合體爲寨。趙州今已改爲風儀縣。< 馬武相傳> 

注：「木瓜塘系卡地，屬河西管。」卡地即佤族區。雲南少數民族多雜居。卡地內住有多 

種少數民族。<意目》又說先世是雲南的「望族」，「晉紳世第」，但是，沒有提出具體的人 

名，係後來當土司，發達之後掩飾貧賤出身的說詞。 

昆沙親口吿訴人說，他家原是大理古國IK族的後裔。55爲雲南古懷族。此說若屬實， 

張家是雲南懷族，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才逐漸漢化。 

昆沙族譜可追溯的初祖是張學豪。張學豪遇饑荒，無以爲生，因從事馬幫貿易，到 

過附近各種地方。雲南在淸朝中葉發生長達十八年的回亂，「兵燹紛擾，俯仰無資」，全 

家遷到揮邦中的果敢六戶岩臘山{又名九頭山}堆堆寨落戶。 

果敢當時還屬滿淸領土。它現在的居民還是漢人爲主，但是寨是雲南人少數民族對 

村子的稱呼，所以堆堆寨推想也應是比較落後的非漢族地區。 

一!祖張瑞成年，共娶了三位妻子，多妻是希望生兒子，長子有材爲次妻李氏所生。 

張瑞家貧仍然多妻，三祖張有材妻妾都姓張，可能都是非漢族的習俗，因漢人同姓 



不婚。 

張有材少年失學，但精於武術。張家世代重武。雲南的邊民爲求自保，大抵如此， 

故較強悍。 

張有材仍然生活沒有著落，因行商貿易，再往南移到了佤邦最南端的萊莫，見山川 

靈秀，遂築室於斯。 

•萊莫 

佤人的集中地稱爲佤邦，它原屬中國雲南瀾倉縣。後歸緬甸挿邦的木邦。境內山嶺 

起伏，幾無橫廣數十里之平原，佤族依山聚族而居，數十百家爲寨，寨有頭目，合數寨 

或數十寨有酋長，自立爲王，不相統屬，爭長稱雄C南部以班陽爲中心，班陽是孟侖的 

首府。孟侖土司是南fs邦中之較大者。萊莫爲孟侖轄地。 

孟侖當時行政上屬木邦管轄。木邦就是後來緬甸揮邦中的興威邦，居瓶甸東北部， 

與中國爲鄰。 

萊莫因萊莫山而得名。萊莫山實即中緬劃界爭議最多的公明山。 

萊莫山是揮邦第二高山，海拔八o九八英尺：僅次於海拔八七七七英尺的南愣山。 

它是佤邦的主要大山，聳峙於西隅，它的主峰叫邦東山，挺拔直立，峻峭奇偉。它山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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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峻，半入雲際。當地人誤傳，它是這地區各山之主峯，共有八支脈。 

揮語萊爲山，莫爲大，以此山特大，故以大山名之。故 <意目》說，r萊山嚴嚴，崛 

起千初」。又傳唐僧取經過此山入印度：諸葛亮南征，也曾經到此。當地人目爲神山。漢 

人受 <三國演義> 的影響，將此山稱爲孔明山。孔、公音近，誤爲公明山。 

一八九四年簽訂的中英 <滇緬條約》，將作爲邊界的公明山定位在瀾滄江(湄公河}和 

潞江(薩爾溫江)之間(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緯二十三度T即明末 < 徐霞客游記》所載 

羅岷山。徐霞客說唐時天竺和尙羅岷沒於此處，故名。羅岷是印度兩大史詩 <羅摩衍那》 

(Ramayana)主角wama 之名。 

英人將羅岷山當作公明山，白占了一大片土地。後來，英人司各脫照會中方說：r向 

來爲這孔明有二山之名，囫混不淸，…敝擬孔明山夷名曰來模。」可見他原來是知道內情 

的。 

萊莫是一個漢人聚居的小鎭，後來發展成漢、揮、佤、山頭(克欽)和僳僳混居，戶數 

約四百戶。 

張有材是天生領袖，他來此之後，糾集一些村民，組織嚴密的民間組織。這本是中 

國農村爲求自保，時常採取的手段。 

一八五o年，張有材十九歲，佤族叛亂，不服其孟侖土司管轄，進犯班陽。班陽情 



勢危急，土司難於抵擋，號召勤王，張有材見有出頭機會，率領村民，先在萊莫山舉行 

祭祀。連夜急行軍，拂曉攻擊，一舉打敗叛軍，保全土司權位。土司論功行賞，封張有 

材爲千總，呈報淸廷，又得到道光皇帝的敕封。《雲南勘界籌邊記》說，r潞江以東土司 

猶守本{淸}朝印信，未嘗背中國。」所以孟侖土司要補報淸廷敕封。 

後來張有材因功積升爲萊莫茅咱。他從平民一躍而爲統治階級，遂取揮名爲昆魚賽 

{Khun Yi saiT 

* 土司 

揮邦土司原來是在緬王之下，接受四周山區少數民族的朝貢。土司以挿人爲最多， 

拉祜次之，漢人只有三處，即果敢{座把)和萊莫、大猛充(茅咱)。 

揮邦土司分三級。最高一級是chaofa，亦作saofa，緬文作sawbwa，英文沿用之， 

毛奇齡 <萤司志>:「蠻俗稱宣慰爲昭華」：故Sawbwa可能是宣慰的音譯。《明史> 作招 

八，漢人俗稱座把或召發。第二級爲Myoza，爲緬人對Chao IChun Muang或Ichunmoung 

的稱呼，漢人音譯爲茅咱。最下一級爲Ngwekhunhmu，級別等於漢人所稱之千總。 

揮邦最多時座把增至四十多個，茅咱約一、二百個。座把和茅咱有窮有富。每個座 

把約管二個至十二個茅咱，視其管區大小而定。土司的管區叫猛，有小有大。大的茅咱 



有幾千戶人家。萊莫轄地小，它的茅咱很窮。 

土司府叫r豪JKauT萊莫的r豪」是|棟土坯牆的四合院瓦房。裏面經常有七、八個 

護院家丁。 

♦英佔撣邦 

一八四五年，木邦權臣道松東坎HaosuungToon.kham) 一家爲其土司宋隆帕(senlro 

Maw-hpa>所殺，激起內亂。宋隆帕被逐至曼德禮，向緬王求救，借助緬軍平亂，叛軍失 

敗，一八七o年代另一位大臣道山海Hao sang-hai)繼起作亂，敗緬軍。緬人又以揮制 

撣，利用揮邦中親緬的土司軍隊來攻擊道山海。孟侖邦董紅村鹽販子困桑董紅(Khunsng 

Ton.huung)爲道山海女婿，協助接管全局，擊敗緬揮聯軍。 

一八五二年，英國的印度總督親征緬甸，先併下緬，然後伸向上緬。三年後英國攻 

破緬甸首都瓦城，擒緬王，緬甸亡。緬甸改爲英屬印度的一個行省；不久，又脫離印度， 

成爲直鯆殖民地，同時派其精通緬語、揮語，熟悉緬甸事務的幹員司各脫親自前往揮邦。 

英軍進逼木邦，困桑董紅派其屬臣鐘文源到雲南騰越鎭向總兵丁槐求救。丁口頭答 

應，送兩百多支洋槍給他。英人致書困桑董紅招降。困桑董紅假語應承，以待中國救兵。 

救兵不至，他將百姓移入雲南境內，等到英軍兵臨城下，不得已歸順。英人對他禮遇有 



加，他又叫鄰邦果敢土司楊國光一同降英。木邦及果敢遂爲英佔領。 

一八八八年，英國人在猛亞開會，請他出席，封爲木邦土司，要他割出一小塊土地 

給宋隆帕。從此，木邦分成南北，北部保持興威邦的名稱：南部改稱猛亞邦。 

萊莫遂由猛亞邦管轄。張有材在這改朝換代的變化中，因爲人微言輕，顯然沒有起 

任何作用。而且這些土司，本來在其領土內是可以爲所欲爲的封建主，這時只要改換宗 

奉的對象外，其餘不必作絲毫改變。 

一八八九年，英國駐曼德禮總督査爾斯•科羅斯特懷特oharlescrosthwaite)封張 

有材爲世襲矛咱。這位總督率領三萬兵，最後平定揮邦，著有《平定緬甸> {rrpaclyys- 

»•.§ o/toKrsa) 一書行世。他屬下駐揮邦最高長官爲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 

英國正式在緬甸殖民以後，逐步將揮邦土司歸爲兩種，一種是英國殖民政府直颶的 

土司：另一種土司權力下放，將有功和能夠控制地方安全者，封爲小土司，雖是世襲， 

但仍受其管轄。萊莫土司初爲孟侖土司所封，屬後一種性質。英國殖民政府並仿頒發印 

度大君任官令的辦法，撣邦土司淪爲領薪水的地方官，土司權力被大幅度削減。不過， 

下民仍然向土司效忠。 



張有材於一八九六年去世，享年五十五歲。他的長子張正發先父親而死，次子正開 
繼承茅咱，但是短命，兄終弟及，傳了兩個弟弟，最後傅給未成年的張正華。 

張正華揮名召爭瓦，於一八九六年與兩個弟弟向原龍陵縣令趙喧春學習漢文三年， 

張有材墓志銘即爲趙喧春所撰。 

張正華是張家初受漢文敎育之人，換言之，張家從這一代起才開始認同中國文化。 

揮邦遠較雲南落後，雲南移民都以祖地爲榮，漢文敎育是身份表徵。張正華聰明絕頂， 

熱心學習儒家敎育，奠定了他以後在萊莫實行儒家政策的基礎。他以誠信和謙虛爲本， 

居家和睦，兩個弟弟都小有成就。他又提倡敎育，鼓勵農耕，萊莫很快成爲富裕鄕鎭。 

他且愛國愛鄕，爲官謹愼，不落人口實，治理萊莫，井井有條。他愛民如子，而又長壽， 

主政萊莫二十餘年，使萊莫安享長期繁榮。 
I八九七年，司各脫來到萊莫，r中國方面的孟侖頭人下來接他，態度極爲友善。」 

這位頭人可能就是張正華。 

張正華死後，萊莫茅咱於一九一六年由正華的長兄(正發)二十六歲的兒子張繼祖繼 
承。 



張繼祖一名純武，撣名昆求祖，自己雖不懂漢文，卻略識撣文。他廣建學校，普及 

漢文敎育，主張漢揮和諧，和平相處，並向揮人傳授漢族工藝，維持地方繁榮。 

他在茅咱任內，完全不講土司的排場，像其他農民一樣，黎明即起，巡視田圃，親 

自開墾土地種茶、種田和管理馬幫式的生意。 

他十七歲結婚，妻子叫李玉秀，是I位具有傳統漢人婦女美德的女性，先生秉堯 <撣 

名昆岩或昆艾Khun Ai)，次年生秉舜{揮名昆甲T 

其間，張繼祖乂娶名門閨秀革氏爲妾，生子秉禹{揮名昆散T接著李玉秀生秉周和秉 

唐{揮名昆我或召坎亮)•，張秉唐現住東枝經商，其女婿在淸邁當木材公司老板，台灣專科 

畢業。革氏生秉雲{撣名昆相，Khun Seng)殿後。他共生了五子六女。女兒的名字可考的 

有秉蘭、春瑾、秉英。子女中有三人先他而死，其中一位是女兒。 

張繼祖的兒子的排名大致按照《孟子> 一書所列古聖人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的順序，是出於！位飽讀詩書的漢人的主意。 

*《中緬之交》 

1九三五年出版之美特福夫人所著的《中緬之交M^rs cs:iA/g&toMma，L^ 

dTvays.s-T'rtowma-ca's-atoora.gr L§c?s)，留下一段關於張繼祖的最眞實的現 



場記錄，據中譯本抄錄如下： 

首夕宿於彎橋村。村民見兵士護送驃隊至，恐將強徵其騍與牛，急盡驅牲畜入田" 

余等慰之，始释疑，而殷勤遨客宿其農舍空室中。次夕扎營於赖墓(莱莫)附近隴畝。 

僕輩惟攤被樹下，而露宿。燃火以祛濃霧，且取暖。 

翌日，抵登坡土司，乃一村寨，建於高坡空缺懸崖上。土司署有樓房四座，環一 

小庭。其餘人家則皆卑陋，僅茸茅爲頂而已。土司親迎餘等於門，遨至客室。蓋 
據樓上-憑窗可眺潞江，余等正苦無適宜露營地，欣然領惠。山坡下趨江谷，處 

處陡絕r僅低地治爲梯田，供耕稼。較高一帶皆種罌粟，已滿著花。 

土司係漢人，年約四十五。久吸鴉片，面容憔悴。五百年前，其遠族原爲中國官 

吏，以功得授此境，世襲土千總，專轄傈傈。於是子孫永治登埂。其處境若甚貧 

窮，大都赖所謂煙田(鴉片田)「罰款」爲賦税。每畝勒收二，約當一磅。以傈傈赤貧， 

無力多诋他捐也。土司亦自置田產，且畜豚，飼於欄中，待其肥硕。襴底高出地 

面，豚不得掘地覓食，唯有待哺，哺而後待眠。土司贈余等新宰豚蹄，及灸而食 

之-果鮮美異常。 

是日午後以及次曰，余等倘徉山間，參觀傈傈茅舍，攝土人影，購弩，且觀男子 



射中銀元。 

•抗日 

張繼祖初在萊莫茅咱任內是忙碌而平安的。次子張秉舜在東枝土司子弟學校，即r干 

坡撒」上學。這個學校是英國人培養殖民政府低級幹部而設的，畢業後，一般都由英國人 

安排出路。但是等到張秉舜畢業時，英國人已爲日軍打敗撤走，他成了無業游民，回家 

投靠父親。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突襲珍珠港，接著進軍東南亞。泰國與日本結盟，緬 

甸以翁山>11兵53=和奈溫96妄5-)等人爲首的「三十同志」，爲了反英，在泰、緬邊境 

招募了三萬五千名志願軍，二十天後由日本特務鈴木健二博士輔導在泰、緬邊境正式建 

立緬甸獨立軍{BIAT三天之後，與日軍！起進入仰光。緬甸宣布獨立，緬甸獨立軍改名 

爲緬甸國防軍(BDA)。年末，日軍第五十五師團自泰國進軍緬甸，直逼緬、中邊境。英軍、 

各地自組的游轚隊和保衛滇緬公路的五萬名中國兵無還手能力。 

次年，張繼祖五十三歲。夏天，日軍由三木少佐率領，浩浩蕩蕩，來到萊莫。他透 

過翻譯，要張繼祖俯首聽命。 

張繼祖認同中國，從南逃揮邦的漢人聽說日軍殘暴，不肯屈從。三木大怒，派人日 



夜監視土司府，並將張秉舜和張秉禹抓到臘戍監禁，迫其就範。 

張繼祖表面不動聲色，暗地變賣家產。十月，他秘密派人到臘戍，動用大筆金錢， 

買通獄卒，救出兩個兒子，連夜攜家帶眷，陸續逃出萊莫，過薩爾溫江，到佤山，匿居 

偏僻而荒涼的邦卡寨，令秉舜和秉禹赴外尋找機會，聯繫抗日。日軍此時，在揮邦勢力 

無所不在，孟侖土司又是親日的。張繼祖怕曝露行踪，輾轉遷居，最後流落在雲南滄源 

縣猛懂鄕阿帥寨。 

中國政府因爲不承認英人所劃的「司各脫線」，把挿邦中的佤邦視爲中緬未定界，很 

早就在那裏發展抗日游擊隊。一九四一年末李達人率領在中國境內組織的第十縱隊，越 

公明山，在萊莫附近活動。次年，重慶政府派遠征軍入緬，許多部隊進入緬甸揮邦和克 

欽邦，但被日軍打敗，其中新一軍、第五軍和第六軍敗得最慘。 

一九四三年，國民黨先在雲南成立一個兵站總監部，在遠征軍入緬後，又成立了入 

緬遠征軍兵站總監部。初由何世禮爲總監，由後來也在金三角活躍的段希文之父段克昌 

中將爲後勤部長。 

張秉舜先把被日軍打敗潰散、無處安頓的中國兵，加上當地來投的華人和揮人，在 

佤邦成立一個一千多人的游擊大隊，自任大隊長。中國的緬甸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派 

了一o1師輜重營營長趙朝宗來到佤邦，協助張秉舜，並由中國盟軍總部正式任命爲旅 



長，配合盟軍，襲擊日軍和緬甸國防軍。 

張秉舜在佤邦逐漸坐大，過了三、四年，國民黨又派來正式部隊■，他們人數雖少， 

但是配有指揮當地游擊隊的司令，名張振武，後換一位靑年李文凱。到了一九四五年八 

月日軍投降前夕，這個游擊隊擴充到三千人左右，因收集了新一軍、新二軍和新四軍的 

槍枝，武器多而精良。張秉舜積功升任遠東中國盟軍緬甸戰區抗日游擊隊副司令，下管 

佤邦九個大隊。 

戰後，李文凱奉命撤走中國正規軍，剩下當地游擊隊員歸張秉舜管轄，張秉舜成了 

名副其實的正司令，張秉禹從旁協助，爲副司令。他們兄弟倆回到萊莫，衣錦還鄕，成 

了人人欽羨的大英雄。 

張繼祖也從雲南回到萊莫，重襲官位。他離家三載，茅咱官也虛懸三年。 

日軍撤走後，英國人捲土重來，首任緬甸總督爲史密特爵士。他們是以勝利者的姿 

態出現的，而且意圖鞏固殖民統治。他們殺了十多位不聽命的揮邦和促邦領袖。 

當時，萊莫土司的頂頭上司爲孟侖土司溫島，於英國人回來後，立即投靠英人。溫 

島看張秉舜的武裝力童強，怕中國人支持他用武力奪取土司職位，加上英國人又在後面 

慫恿他，他乃陰謀策劃，圖害張秉舜。 

有一天，溫島謊稱慰勞游擊隊長，授張秉舜以獎章。張秉舜一到班陽，就被拘禁。 



張秉禹聽到消息，便接替哥哥的職位，自封爲旅長，帶領部隊，準備營救。但是溫島軟 

硬兼施，又把張秉禹騙到班陽。不久，他們兩人都被槍殺，投屍河中。 

接著，張秉周自雲南昆明幹訓團畢業，回家途中，旅途勞累，肺病和癩病加重，在 

保山辭世。 

*張秉堯 

張秉堯酷嗜拳術，成年後，娶妻楊美英( <意目》作楊夷氏)，不育。他三十六歲時， 
眼看就要絕後，便經家長同意，繼娶南相總(Nang Saeng zoom)爲妾。南相總是萊莫附 

近崩龍族土司之女，家裏頗有資產。崩龍族是佤族的近親族颶。南相總不但美麗，而且 

身材高大。 

張秉堯帶著兩位妻子，搬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弄掌村，管理田產。 

弄掌村是一個盆地。村子中間有一條淸澈的小溪，從南到北，將盆地割成兩半。盆 

地一百多畝田都靠溪水灌漑。跨溪有橋，橋上嵌有「天生橋」三字。兩岸居民憑此互通。 

盆地疏疏落落有三十多戶人家，張姓八家，曹姓十一家，其餘是楊、李、趙、魯、 

穆等，全是雲南移民。村中的語言、風俗、服裝、建築都是漢式。大家都住土坯小平房， 

只有村東有一座三間兩耳的瓦房，那就是張秉堯的住宅。 



村子四周是綿延起伏的丘陵，因爲地處熱帶雨林，鬱鬱葱葱，植物茂密。在高高低 

低的山坡上，建有七、八十戶揮人竹樓茅舍。揮人的竹樓像衆星拱月般，把張秉堯的住 

宅圍在中間。 

*昆沙誕生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中午，(陰曆十二月初七日，另一說正月初七曰T張 

秉堯與他的二夫人南相總生了一個兒子。 

張秉堯與南相總結婚才一年，有此成果，大喜過望，立即派人專程把喜訊吿訴他住 

在萊莫的父親張繼祖。 

張繼祖已五十七歲，開始有孫子，高興是可想而知的。他放下I切雜務，急忙趕了 

三十多公里路到達弄掌。遠親近鄰，齊來祝賀，大家都來奉承張繼祖，用雲南話尊他爲 

老祖爺。 

嬰兒非常健壯，張繼祖和張秉堯父子爲他取乳名叫生發，取生機茂盛，興旺發達之 

意。張繼祖又按福的字派，由一個老師爲他正式取名啓福，揮文福叫沙，又因爲他是土 

司的後代，加一個頭銜「昆」，所以就叫他昆沙(Khunsa)。昆沙自稱他名字中的沙(福)是替 

人民造福的話，恐非他祖父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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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沙的祖先是茅咱，其頭銜是昆，茅咱的上級土司的頭銜是召。揮邦爵位分五等， 

即召豪考(chaoffiaw IcawT召發(chaofa，趙發、座把)、召ohao，刀、趙、昭葳蘇 

{sao}、昆{Khunr坎{Kham}。要官家才能使用召、昆等姓。揮邦直接掌權的大土司叫召， 

土司的叔伯、兄弟、子孫都叫昆。但是現在揮邦的人很多都自加召的頭銜。昆沙的部下 

就尊昆沙本人爲召昆沙。 

昆沙在揮人中不算太稀罕的名字。例如，原爲揮族軍幹部，後加入緬共爲第七六八 

旅的三位領袖中，有一位揮名召昆沙，洋名邁可戴維斯(Michael Davies}，是威爾斯和揮 

族混血的叛軍領袖，在景棟地區名氣很大，與本書主角名字完全相同。 

不過，現在昆沙的屬下都稱他爲召父ohao FU)，意爲父親。軍人則叫他壯邦社，意 

爲指揮官。美國政府所編《緬甸國家硏究》中提及昆沙一名召蒙光(sao Mong Khawn}， 

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張奇夫 

張秉堯得了昆沙兩年後，又得一女，小名蓮香，正名張惠英，現住泰國淸邁。 

張秉堯在得女的同一年，因練拳過度，受到內傷，在臘戍就酱不治，吐血身亡，享 

年四十歲。 



南相總在丈夫死後，帶了昆沙兄妹回娘家，昆沙當時大約才滿兩歲C她不久改嫁萊 

莫北邊毗鄰的猛敦土司昆吉(Khun 10爲妾，昆沙也隨生母到繼父家生活。南相總深得丈 

夫寵愛，招大老婆之嫉，兩年後，爲其下毒毒死。 

昆沙兄妹在繼父昆吉家住了五年，才爲祖父接回萊莫，由楊美英撫養。 

昆沙的外祖父是崩龍族，繼父是揮族，不像張家那樣在抗日問題上認同中國激烈反 

日，因此受到日軍的報復也較少，經濟損失也較輕，至少不會像張家到達家破人亡的地 

步。因此昆沙六歲以前的物質生活應不虞匿乏。 

按照漢人的傳統，他是張家單傳獨孫，即使他母親改嫁，也沒有隨母親到繼父家的 

道理。這可能是南相總遵照崩龍族的習慣。昆沙後來非常孝順祖父，則可能遵循漢人的 

傳統。 

昆沙八歲回到祖父家。回來後，他有了張奇夫的字。一說上學後老師覺得他的啓福 

名字太俗，爲他取了奇夫的字。另一種比較神奇的說法是昆沙八歲在祖父家，參加他曾 

祖父張正發的超渡儀式，誦經的僧人是來自中國的空明禪師。他先看到昆沙天庭飽滿， 

鼻直口方，又向他問了幾句，隨即在衆人面前讚道：「這孩子相貌不凡，聰明穎達，眞是 

奇男子，偉丈夫」，因此用他啓福的同音字，爲他取了奇夫的字。 

空明禪師接著說：r諸葛亮當年到此，見這萊莫山，山形奇異，說地靈人傑，今後必 



出奇人，莫非要應驗在這孩子身上。」當地人迷信，這些恭維話後來對昆沙的事業有很大 

的幫助。 

後來緬共到達萊莫，久聞萊莫山的兩峰酷似土司府後院兩根石笋，萊莫山地氣獨鐘 

張家，成就昆沙的傳說，意圖鏟平兩根石笋。但因石笋太硬，只能破壞一部分。緬共走 

後，村民在被毀石笋周圍蓋了印度象鼻財神廟。過了幾年，石笋又長了幾分，石笋傳說 

愈傳愈神，昆沙的聲威也愈傳愈廣。 

*幼年 

張繼祖爲了逃避曰軍，帶了家族離開萊莫，到了佤邦內部，隱姓埋名然後又再逃入 

雲南境內。 

昆沙是靠他的大媽，即張秉堯的第一個太太楊美英養大成人。 

昆沙小時，他的二叔和他祖父的手下都相當寵他、縱容他。他跟隨祖父和大媽一起 

生活。 

他的祖父敎他做人和做事的道理，也敎他生產之道。他學會趕馬、放牛和種田，也 

跟著祖父揷秧、種田和開墾栽茶。他們栽的茶可供二十二個村子的人喝。剩餘的還可以 

供他們f了買藥和買衣服。他祖父勤儉持家的敎誨，使他有了經營管理的知識。 



他的三個叔叔，兩個實際組織軍隊抗曰，一個到雲南參加抗日的訓練，他們愛國和 

愛鄕的精神給他很大的影響。 

他在顚沛流離中，沒有機會受到完整的敎育。他祖父請了家庭敎師敎他讀過幾年的 

中文和揮文。 

*結婚 

他後來在臘戍念了一年中學後，出去流浪。不久回來結婚。 

他的妻子叫郭南英，丹陽的雲南漢人，中人之姿，年紀略與昆沙相當。家庭資產中 

上。昆沙與她育有子女八人，五男三女。 

四個子女的名字是長女張德芹(一九五五年生)，長男張德溥二九五八年生T次男張 

德麟二九五九年生)，次女張芹芝二九六一年生)，都是昆沙在當馬幫的流浪歲月中出生 

的o 

他有一個兒子在台灣政治大學畢業，長得高大而英俊，台北許多人都見過。大學畢 

業後離台。 

昆沙的子女似乎不在他陣營裏，據他說他們現在都出外做事。他們居住的國家，外 

傳有：台灣、美國、英國和香港。圈內人透露，他確有親戚住在台灣。 



又有人報導他有泰國妻子，名克庸(Khe Yoonr住曼谷素功逸路，我向昆沙身邊的 

人求證，沒有得到證實。 

*姑父 

昆沙的姑父——即他父親的妹夫，邀他一起運鴉片到泰國邊境去。當時在緬甸和泰 

國買賣鴉片都是合法的。只要有錢就可以做生意-W要是做鴉片生意，不必有公司行 

號。昆沙參加他姑父的馬幫。他的姑父賺了錢後，送子女到美國讀書，現在全家已移居 

美國。 

注一:族譜有玉煤，金樣、譜楳，家譜•宗譜，家乘，支譜，分譜、世譜等名稱•未見以意目爲名者。意恐 

是免字之筆供，*則爲銑字之略。銑與鋈通用，有麥考之意。 

《清对張氏意9> 收有六篇文章。首篇是始祖張有才的墓志銘。始祖是指最初移居揮邦的人物而言。 

繼之是二祖張正華和他的侄子張繼祖的塞志銘。張繼祖基志銘中又附有他妻子李玉秀簡傳。然後是以 

昆沙叔父張秉唐和張秉*名義惮念其全«逝去祖先 <包接男女)的祭文。其次是世系表。最後是以張秉唐 

爲中心的張家三代人的生辰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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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沙少年時期身處的環境差不多同時發生了兩件大事，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這兩 

件大事••是國民黨軍南撤；二是揮族起義。前者影響他做鴉片買賣•，後者促使他投身 

揮邦革命。他現在的事業等於是那兩件大事的餘波。故在敍述昆沙少年經歷之前，先行 

交代國民黨軍的前因後果，以淸眉目。 

*李彌 

李彌字秉仁，一九o二年生於雲南騰衝蓮山。騰衝地處中、緬邊境，其一生事業的 

最髙峰就在家鄕附近的緬甸揮邦。 

他自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從基層軍官幹起，於一九三二年任二十三師第一旅旅長， 

參，加江西泰和沙村剿共之役，左臉留下疤痕。 

蔣介石因其作戰勇敢，於一九四四年選派他率領精銳入緬。他先升爲第八軍副軍長， 

隨即率部出國，渡過薩爾溫江，奇襲堅松山，乘勝攻略龍陵成功，擊敗日軍第五十六師 

團，配合駐印軍反攻緬甸，打通中印公路，於四五年一月與駐印新一軍孫立人及新六軍 

廖耀湘會師，戰績卓著，爲美國魏德邁將軍所知，轉報蔣介石，遂升爲以剿共著名的第 

八軍軍長。 



*叛將盧漢 

雲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總人口有一千多萬，多數爲少數民族。雲南省主席龍雲響 

應抗日的號召，派兩個軍，大約八萬多人，參加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中央軍，並由雲南 

出錢買最好的武器加以裝備。兵員傷亡後的補充也由雲南負貴。司令就是虛漢。 

中共的勢力膨脹，蔣介石將盧漢的精銳調往東北和其他地方1J共，雲南只留他屬下 

的兩個師。另外蔣介石因李彌是雲南人，到雲南招兵較爲容易，發表他爲第四編練司<{73， 

收容舊部，重建第八軍，兼任軍長，協防雲南：蔣介石同時也調了余程萬第二十六軍到 

雲南。前者以山東河南人居多，後者以廣東人爲主。 

龍雲被中央免職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招致雲南人不滿，蔣介石不得已把盧漢調回 

當雲南綏靖主任兼省政府主席。這時已種下了盧漢懷恨蔣介石的根。 

雲南兵隨著國共內戰的加劇而更加不利，有些被中共俘虜的兵，獲釋回到雲南，除 

打仗外，別無一技之長以謀生。 

盧漢擔心這些人會影響社會治安，將他們招收，編爲保安兵兩萬多人。當時雲南西 

南部有土共暴動，他把戰鬪力強的老兵調去打土共，以當地招募的保安兵駐守昆明。 

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劉伯承的第四兵圑進入雲南已是遲早的事，張群奉命來商討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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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盧漢先將他軟禁，然後盜用張群名義急召剛到雲南的李彌和余程萬到昆明，立即關 

入昆明市郊五華山省政府的建築物內。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第八軍和第二十六軍正 

準備抵抗，突然盧漢發出通電，宣布歡迎中共的人民解放軍。 

消息傅出，台灣電台廣播，以炸平昆明要脅，盧漢害怕，放走張群，但同時又向李 

彌和余程萬威迫利誘，要他們親下手令，解除第八軍和第二十六軍的武裝。他們不肯， 

盧漢叫龍澤匯留下看守和苦勸。第八軍和第二十六軍的官兵向處漢發出最後通牒，限他 

二十四小時內放出李彌等人，否則進軍昆明。 

盧漢部下精銳，即龍澤匯的九十三軍和余建勛的七十四軍人數雖多，士氣不高，眼 

看不是李彌和余程萬的對手。盧漢的保安兵雖比國民黨軍隊的人數稍多，但是士氣低落。 

盧漢如果把士氣高的老兵調回來與李彌對打，因爲他們是雲南人出錢補給，一直幫國民 

黨打日本人和共產黨，現在突然叫他們去打李彌所代表的國民黨軍，恐怕會引起兵變。 

此外，余程萬二十六軍的人數不多，如果眞要攻打昆明，可能也無法攻下。有人對 

盧漢說，在城市裏作戰，老百姓會遭殃。盧漢儘量拖延，以李彌名義，發出三封「代J 

電，致編練司令部和第八軍官兵；又以余程萬名義致電其部屬，勸他們按兵不動，聽候 

改編。但士兵知其爲僞，繼續攻城不輟。 

國民黨軍攻城愈急，盧漢知是不敵，送一卡車鈔票給余程萬，請他約束第二十六軍 



撤退，並要求以龍慧娛爲質，放出李彌。 

*國民黨軍的南撤與收編 

李彌和余程萬兩人回到部隊，馬上下令沿漢越鐵路南撤，本人則乘專機飛台北述職。 

彭佐熙率領的第二十六軍的一部分共約五千名，加入後來南撤的黃杰兵團進入越 

南，爲法國解除武裝，關在暹羅灣復國島二稱富國島)，直到一九五三年才遺送台灣。 

另一路第八軍下面九十三師師長葉植楠率領約一千五百名國民黨軍，通過山林，進 

入揮邦。得到景棟土司趙載龍(sao Sai Long}的協助，到達大其力。 

緬軍派出千餘人，包圍與泰國最北都市夜柿只有一河之隔的大其力，攻擊第九十三 

師。他們得到當地馬幫首領馬守一和馬鼎臣的武器補助。李彌又從曼谷趕到，士氣大振， 

國民黨軍三戰三捷。 

李彌和余程萬後來則輾轉到達香港，觀望時局變化。 

李彌開始利用自己的美金現鈔，在香港籌備整頓他原來的部下。他打算盡他的全部 

財產——h萬美元——3*立獨立王國。他一方面請人向台北疏通，另一方面見韓戰即將 

爆發，美國需要牽制中國。因此他尋找美國國務院和中情局的關係。蔣介石任命李彌爲 

灌緬邊區游轚總指揮兼雲南省政府主席，余程萬爲雲南綏靖主任。余程萬不願赴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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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美國。 

美國中央情報局先透過香港站站長柯克斯經由國民黨軍官的引薦，與滯留香港的李 

彌接頭，開始粗略表達了美國政府願意借重這批散落在緬甸的國民黨軍的意願，接著由 

東北站站長托夫特解釋詳細支援的細節，並再三強調金錢、武器、彈藥、人員訓練可從 

沖繩島美軍基地直接運送，並承諾由其屬下的西方公司{West company)負责與蔣介石 

直接溝通。 

西方公司的辦事處，初期經費爲七千萬美元，台灣方面的例行行政業務由蔣夫人宋 

美齡的秘書協助處理，實際業務由陳納德的民航空運公司負資。 

李彌又經台灣飛到曼谷，由中華民國駐泰國大使館武官陳振熙的介紹，認識泰北警 

察總監乃炮(phao sryanonda)。乃炮向李彌暗示與他合作，以鴉片養軍。他可以爲國民 

黨軍的軍需和糧食、醫藥的補給提供方便。泰國在乃炮的經營下，從鴉片的消费國變成 

世界鴉片的最大銷售中心。 

*猛撒 

在美國幹旋下，國民黨軍與緬軍談判。國民黨軍撤至景棟邦內離泰國只有十五英里 

的平原僻地猛撒，在那裏建立總部。因爲它接近泰國邊境，方便補給。景棟土司趙載龍 



及其弟趙坤色，也盡力收容協助國民黨軍。 

李彌來後，猛撒的數千游擊隊員都編爲正規軍的九十三師和一九三師。 

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初透過陳納德民用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沖繩島起飛，在泰國淸邁附 

近空投了二oo挺美國輕機關槍、十二門六o毫米迫擊炮、一五o支口徑三o毫米的美 

國卡賓槍、四台無線電發報機、彈藥若干。由乃炮自把這些武器送交在緬甸邊界的國民 

黨軍。 

中情局又派員協助修復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位於河邊的機場。美國工程師把這個機 

場戲稱「中央碼頭」。 

台灣國民黨的七百名特種部隊也乘坐民航空運大隊的飛機到達。 

中情局由威利斯.博德(Lillis Bird)上校在曼谷開設了 一家叫海上供應公司{SS 

Supply corporation)的機關，專門處理國民黨殘軍的武器和彈藥補給問題，它其實是西 

方公司在曼谷的分店。 

及猛撒機場建成，沒有標幟的C-四十六、C-四十七達科塔飛機每天平均五次降落 

猛撒，運來國民黨軍所需的軍用和後勤物資。 

李彌派人到果敢和佤邦尋找國民黨失散兵士。他在中國邊境的猛茅建立基地，繼又 

在猛揚建立基地。接著他又收編果敢楊土司之妹楊金秀所率領的三百名果敢的私人部 



隊。他又透過楊金秀聯絡揮邦土司，但應者寥寥。美國的運輸機隨即向這些營地空投軍 

用品。 

美國的補給源源而來，國民黨軍的擴充也直線上升。沒有槍的配給槍，沒有子彈的 

配給子彈。有槍有彈，糧食也跟著運到，國民黨軍的聲價大大提髙。 

*國民1軍的恐怖統治 

緬甸當時聯邦軍脫隊軍人很多，克倫族軍叛變正殷，橫行揮邦，政府軍除了在大其 

力與國民黨軍交一次鋒後，對國民黨軍之佔領揮邦土地，事實上也是莫可奈何。 

而且，依當時緬甸聯邦的法律，聯邦軍若想進入揮邦，必須經揮人同意：而揮邦尙 

未建軍，只靠各地自組的衛隊和警察，自然不是國民黨軍的對手，故國民黨軍能在揮邦 

橫行無阻，予取予奪，在鄕村爲虐尤甚。 

國民黨軍隊在大陸時因爲待遇太差，吃空缺已成慣例。各部隊*際人數比上報人數 

經常膨脹至五倍。打仗時，上級根據所報的名額，分配戰闘任務，因爲兵力不足額，所 

以常吃敗仗。他們在大陸時，碰到靑年，也常抓來當兵，來到揮邦後爲想擴編自己的力 

量，也到處強迫當地靑年當兵，爲他們吃苦和賣命。 

除此之外，國民黨軍還強迫當地百姓捐錢、捐糧或其他食物.，奸淫婦女、逼良爲娼 



或強娶當地婦女爲妻或妾：隨意拷打或殺害百姓•，搶劫、綁架、勒索或劫奪財產：人馬 

踐踏農作物，不給賠償，又發假鈔或以鍍金金屬冒充眞金，騙取財物：蔑視其他民族信 

仰，掠取神殿、佛寺或祖墳。而且，揮邦成了國民黨軍的戰場，村民和家畜遭殃，富人 

變成貧民，貧民變成亡命之徒。 

曾有一位在揮邦的傳敎士，描述國民黨軍到來時的愴惶景象。村民一聽到國民黨軍 

將到，所有的婦女和兒童都逃入林中，留下男人看守村子和鴉片。鴉片搬到國民黨軍的 

騾背上，離開村子之後，婦女和兒童才從林子裏出來。 

國民黨軍的猛撒總部設有財稅處。將其控制區分成三個稅區。每一稅區都設一稽徵 

分徵處，並配合各地駐軍的防區，下設稽徵所。財稅處用無線電聯絡各稽徵分處或稽徵 

所。他們徵稅的對象是除物產稅外，主要是貨物稅，即貨物進出防區時，徵收進出口稅。 

貨物稅分十項：㈠藥品•，㈡紗布.，㈢食鹽•，㈣棉花：㈤染料；㈥茶葉•，㈦樟腦；㈧ 

辣椒：㈨特產：㈩日用雜貨，並說r只有第九項略有收入」，第九項的特產其寅是鴉片。 

財稅處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曰起開徵。自財稅處成立，各處駐軍的糧鈉在現地稅款 

中就地撥補，換言之，等於讓駐當地的國民黨軍有向老百姓予取予奪之權。 

緬甸政府報吿說： 



國民龙接管了地方管理和行政。他們開始設收税站。當地人進入國民黨控制的地 

區必須缴纳入境费和渡船費=運入它領土買责的所有商品都需課税。税金以貧物 

和現金缴付。…國民黨的侵略者以威脅和脅迫的方式，强制當地人遵守它的要求。 

緬甸政府後來在提交給聯合國的控訴文中也說：「國民黨部隊，於所到之地，蹂躪 
地方，造成眞正之恐怖統治，搶劫擄掠，奸淫殺害，包括殺害政府之文職官員。J 

*強徽鴉片 

李彌不以固守猛撒爲滿足，而將軍隊分散，儘量多佔土地。由於緬甸各地蜂起，緬 

軍疲於奔命，無暇顧及，國民黨軍遂成爲揮邦內薩爾溫江到中國邊境間領土 (佤邦和果 

敢及景棟邦)的實質統治者。這一大片土地是鸦片主要產地。國民黨軍改變策略，加強 

對鴉片運輸的控制。 

他們控制區寅行集中銷售制度，利用數百名小商人到揮邦高原各地去收購生鴉片， 

也要求山地的鴉片農民繳納鴉片稅。 

軍人中有許多人娶拉祜族的婦女爲妻。這種婚姻更鞏固了他們對山區的控制，而且 

也方便他們收購鴉片和招募兵員。 



五0年代以後，雲南鴉片停止生產。國民黨通過與山地民族的接觸，強大的軍事組 

織以及鴉片生產的控制，自然能夠輕而易舉促進鴉片的大規模增產。 

國民黨軍進入撣邦以前，撣邦的生鴉片年產量爲三十噸，一九六o年國民黨軍撤離 

揮邦前後，撣邦生鴉片的年產量爲七百噸。 

國民黨軍向當地土著強徵鴉片，經營毒品貿易。一九五九年五月緬軍攻克萬通的基 

地時，發現在小飛機場附近有三間嗎啡提煉廠。 

雲南人的生意以緬甸北部爲基礎，他們把北部農產品運到南部銷售。他們的職業大 

部分是店東或貿易商。他們善於適應環境和與人相處。雲南人非常團結，透過雲南同鄕 

會或宗親會等組織，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兩百公里以內彼此相識，一些雲南人娶 

當地女子爲妻，賺了錢，則以妻子的名義，在平地廣置田產。小的零售商會滲透到山地 

小農村去。 

住在山地的雲南店主，收購山地出產的鴉片，同時向他們出售當地所不生產的初級 

H業品和武器等。 

山地民族不敢將鴉片帶到平地出售，因爲他們沒有門路，同時他們也怕被警察抓去。 

他們必須把生鴉片賣給雲南商人，以換取消費品。雲南由此控制了山地一切的經濟活動。 

這些雲南人可以隨意壓低生鴉片的價格，並抬高山地居民所需物品的價格。他們在鴉片 



收成之前，用賒欠的方式將消費品預售給山地民族，然後搶購他們的生鴉片。漢人武裝 

部隊成了當地民衆的後盾。這兩種人在經濟方面的唇齒相依，已變成揮邦及其附近地區 

山地社會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這些流落揮邦山區的雲南難民是國民黨軍商業征服的前驅。尤其因爲奈溫實行社會 

主義，華僑恐慌，爲求生命保障，很多人投向漢人部隊。這些華裔深入山村，對山地民 

族實行一種價務奴役制。他們在許多大量出產鴉片的村落都開有長久性商店，霣些他們 

所需要的商品，如手電筒、罐頭食品、銀飾、布匹、鹽和鞋子等。少數民族對這些商品 

的需求也促使他們多種鴉片。鴉片是山地民族所知最能牟利的經濟活動。店主和行商競 

爭購買鴉片。他們都願意賒帳，購買尙未收獲的鴉片。收獲季節一到，雲南商人馬上買 

光他們勢力所及的鴉片，國民黨軍也競向各村收購鴉片。這些住在山地的雲南人，緬甸 

人稱其爲「德汚」(deyu齑「瘢苔」(panthay)，泰國人稱其爲「貉」(haw齑「秦貉」Ginhaw)， 

都帶有貶義。 

國民黨軍控制區內的所有生鴉片都在提煉成海洛因後，通過騾隊或飛機南運泰國。 

他們進入揮邦不久，就招募騾夫，購置大批騾馬，仿照雲南商團和馬幫，組織山地運輸 

隊。由於國民黨軍的軍需和糧食補給取自泰國。他們的運輸隊自猛撒出發時自然馱上鴉 

片。很快，這就變成經常性的商團貿易。 



很多鴉片是用西方公司沒用番號的C-四七的飛機運往泰國或台灣的。 

國民黨的鴉片離開猛撒後，一般先運到淸邁，有一位國民黨的上校負貴那裏的領事 

館，他們以商人的身分，用生鴉片支付從曼谷火車運到淸邁終點站的軍火、糧食和衣服。 

點淸貨物，那位上校就負貴將其轉運猛撒。 

國民黨鴉片通常是賣給警察局長乃炮，他將鴉片運往曼谷消費或出口。 

*軍隊編制 

約有五萬的中國大陸民衆跟隨國民黛軍進入揮邦，加上較早的移民，揮邦大約有數 

十萬漢人，其中大部分是雲南人。另一種數字是包括少數民族在內，四九年以後，從中 

國前前後後逃到泰緬邊區的華裔難民爲數在一、兩百萬人。揮邦的漢人約有六十多萬人。 

緬甸百分之六十的華僑都是中共佔據大陸之後，因畏懼共產主義而逃出來的。 

李彌在揮邦的百分之九十是雲南的平民。平民逃出之後，非法入境，沒有緬甸政府 

護照或外僑證，可能被抓。山區太過混亂，而且言語不通，無法生活。旣然有中國人的 

部隊，就去參加，希望有I天打回老家。李彌在揮邦的部隊雲南人愈來愈多的原因在此。 

眞正隨李彌部隊出來的，連軍屬和文職人員三千多人中，戰鬪員有一千五百人。後 

來發展到三萬多人，都是逃難平民以後陸續參加的。有些民間部隊或地方團隊，如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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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國民黨對這些人從來沒有出錢養過他們。地方團隊本來是由地方出錢補給，連名義 

都與國民黨無關。因此，李彌招兵買馬，吸引了各路人馬，包括國民黨的敗軍殘將 '大 

陸難民、揮邦少數民族和泰國及東南亞華僑，膨脹到三萬人，號稱擁軍九萬五千人。 

他除把第八軍李國輝團擴編爲一九三師，第二十六軍譚忠團擴編爲九十三師，並將 

兩者合編爲二十六軍外，陸續成立了幾個軍區、師和縱隊、獨立大隊、獨立支隊、獨立 

團、保安團等許多單位。馬幫組織或原有的游擊隊獨立縱隊或支隊，所受李彌總部的管 

束較少。每個師或縱隊有二、三千人。另外還有一個華僑組成的一六一師，由陳振熙' 

官家檀、陳廣深領導。各部兵源也不一樣••有國民黨正規部隊撤來的，如李國輝團和二 

十六軍譚忠團，有抗日反攻緬甸勝利留下的，如車里、佛海、南嶠的張偉成和蒙寶業、 

毛有發等部，保安師如甫景雲部，保安團如彭懷南部、楊振聲部(即楊金秀的部隊)，獨 

立團如王興東部等。大其力之戰以後，國民黨軍站住脚的名聲傳到各地。各地不滿共黨 

統治的人，如學生、農民、工人、商人、地主'士紳、馬幫和各縣市自己組成的地方游 

擊隊團隊支隊，都帶著人馬武器遠道而來。雲南邊境少數民族土司也都率大隊人馬前來。 

李彌決定將其軍隊改名，以利宣傳，他在「滇緬泰越各種反共救亡聯軍」' r聯合國 

東南亞反共聯軍j、r東南亞各國人民反共聯合義勇隊」和r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 

的各種提議中，選定了最後那個名稱。 



李彌爲總指揮，化名董家仇，部下以龍先生稱之。敎官淸一色來自台灣。r聯軍」 

分十二個反共軍司令部。 

他以雲南省主席兼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副指揮有五人，依到職先後爲呂國詮 

邱開基、李則芬、柳元麟、蘇令德。 

它特別注重黨化敎育，除審査舊黨員外，也吸收新黨員，如八縱隊司令李文煥是 

李則芬介紹入黨。1主任就是李則芬本人。 

•初出茅廬的昆沙 

國民黨軍來到揮邦之後，仿照雲南的辦法，招募當地漢人組成保安部隊，編爲保安 

師。其中萊莫一帶由來自雲南的甫景雲，響應李彌號召，成立保安第I師{簡稱保一師)， 

自任師長。他以臟戍爲聯絡中心，聯絡遠至佤邦和果敢，以及還在雲南與中共周旋的李 

文煥等人。許多人包括朱心一等都常在那裏集會，商討生存之道。 

國民黨部隊初至揮邦時，昆沙基於漢人骨肉相連的意識，曾經大力幫忙。他到僻地 

爲道些人徵糖，但是這些人，只圖自己發財，尤其保一師、保二師、保三師到果敢時， 

把老百姓的牛馬全部牽走，使他極爲失望。 

他覺得國民黨軍搶奪、騙吃偷竊，無法無天，作威作福，r進來時候拄著小拐棍，穿 

I 下 



著小草鞋，穿著黑衣裳。到了擺夷山，看到人家擺夷山富足，栓了個頭人，罰人家三、 

五千塊錢，拿去做他們的本錢。從此以後，那些游擊隊就變成騎馬騎驟、開汽車、穿尼 

龍褲子、穿黑皮鞋」昆沙自述> 的原話)。他後來還給段希文、李文煥收稅，爲段希文 

收了一千多條金條，爲李文煥也收了數千條金條。連後來當昆沙政治部主任的召戈萊， 

也被強徵約一汽車的糧食。 

昆沙當時十五歲時已接管祖父的地方政權，只是因爲年未滿十八，還不能繼承祖父 

的官銜。他認爲有資任保護地方靑年。他擔心轄內靑年被人抓走，不能向他們的父母交 

代，便自己出面組織一個部隊，使這些人能夠留在本地。他雖然沒有錢，但是有人就有 

錢。又因爲他的部隊太小，不掛靠一個單位的話，屬下的人會被先後來此的各路人馬分 

批抓走，變得四分五裂。這時正好保一師師長甫景雲來此招兵買馬。昆沙選派了張廷傑 

與甫景雲聯絡。 

甫景雲給他一個番號I IT昆沙派張廷傑和幾個手脚靈活的人去接受國民黨軍幹部 

訓練。昆沙是官，不必親往。 

昆沙在萊莫，勢力不大，因爲有了甫景雲給的番號，與國民黨其他部隊算是友軍， 

可以不接觸，不接待。萊莫經常駐有四、五個國民黨的單位，它們來來去去。有的軍紀 

好，有的軍紀壞。 



當時在萊莫附近的國民黨軍，有一個單位的軍紀實在太壞，隨便欺負萊莫人的父母 

姐妹兄弟，昆沙年輕氣盛，無法忍受，一時氣忿，冒然叫張廷傑等人，用突襲的辦法， 

沒有交鋒，就解除了對方的武裝。昆沙還準備放手大幹，派人通知他的祖父，叫他離開 

這個危險的地方。他祖父不同意，要他把武器還給人家。他只得從命。 

被昆沙繳械的部隊也不敢對他祖父採取報復行動，因爲那個部隊裏面也在萊莫招募 

了本地佤族兵。佤族比較強悍，尤其年老的佤族，都還效忠他祖父。如果發生衝突，缺 

乏地利與人和，未必能打勝仗，他們見武器還回，也不再追究。 

但是昆沙覺得，與鬧翻過的人在同一地方時常會見面，很不方便，就帶著委屈的心 

情離開了家鄕。 

許多英文書都說昆沙在國民黨軍中學會買賣鴉片和用槍，此說的肇始者是昭贊良瑞 

(chaoTzangYawnghwe)。美國政府編的《緬甸國家硏究》說，昆沙於一九六o年代初 

脫離國民黨軍自立。美國人編的《世界黑社會百科全書> 的「昆沙」條也說丄CO年代， 

昆沙受美國僱_打寮共，交換條件是自由買賣鴉片。其根據可能就是指他掛名甫景雲屬 

下的這一段經歷。打寮共一事可能是把張蘇泉的帳誤掛到昆沙的名下。 

昆沙結婚後仍然東奔西跑，做馬幫生意。他結交緬軍和緬甸高官，生意愈做愈大， 

範圍愈來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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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o年，昆沙二十六歲時，國民黨軍的政治主任朱心一帶了台灣攝製的電影到揮邦 

慰勞國民黨軍。片名是《國慶閱兵》和《養鴨人家>。昆沙是小馬幫頭子，對這些電影百 

看不厭，每當看到蔣介石出現，都要膜拜一番，常常還會感激涕零。因此，朱心一的放 

映隊走到那裏，昆沙就跟到那裏。可見他當時對國民黨的忠貞程度。昆沙後來吿訴替他 

寫傳記的人說，他生平最欽佩的人之一是蔣介石，可能是肺腑之言。 

昆沙也向我提及，他與朱心一的見面地點是在泰緬邊境的萊東基地。當時段希文有 

喜事慶祝，所以他們同桌吃了一次飯。 

昆沙和彭家聲、羅星漢、楊振業四人因爲勢力很小，想向國民黨掛靠，曾找過朱心 

I，要他出面在國民黨軍下面另組一部隊。 

*反攻受阻 

一九五一年四月間，西方公司安排大規模運輸兩個月之後，李彌見準備周全，派佤 

邦的兩千部隊，首度反攻大陸。由中情局的顧問輔佐，經果敢進入雲南，C-四七運輸機 

定期沿途空投物質。但是出師不利，一星期不到就敗下陣來。 

七月間國民黨軍又二次攻入雲南。不到一星期先後被逐回挿邦。 

中情局經此挫折，不但沒有氣餒，反而增加援助。有了武器補給後，國民黨部隊向 



當地少數民族招募了八千人，部隊實際人數增加三倍。 

1九五一年十月五日猛撒正式開辦反共大學，全名是「雲南省反共抗俄軍政大學」 

{簡稱雲南反共大學T培植幹部，台灣也派了五十七位敎官來講授戰術和武器，十多位政 

工人員加強反共敎育。 

大學的目的就是將道些雜牌軍組織起來，統一指揮。 

大學也另設有特別班，下分中寮國班、克倫班、孟族班等專門敎育這些少數民族。 

大學在猛撒辦了三期，於I九五一年五月另在距邦八千有數里之遙的叢林，建一分 

校。從邦八千沿原來的馬幫小徑建一條公路，通往泰國淸邁，以便補給運輸。 

國民黨軍反攻大陸失敗，殘軍散落在揮邦東部和南部以及克欽邦的一部分，事實上 

成了佔領軍。 

當地的揮人、拉祜和佤人被強迫從軍，到一九五一年底，國民黨軍已擴增到一萬二 

千人之多。他們人數太多，蔓延到克倫尼邦邊境。 

•國民黨軍在揮邦實行軍區制。將揮邦劃分若干軍區，每個軍區設司一人，統率這 

一軍區的隊伍。星羅棋布，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有國民黨軍駐紮。配合部隊，與地方聯繫， 

設有合作站，屬政工部門。 

國民黨極盛時期不但佔有撣邦，而且與克倫族和孟族合作。整個薩爾溫江連成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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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大台灣兩倍，人口不亞於台灣。 

一九五三年三月，緬甸總統藉口國民黨軍數千人渡過薩爾溫江，企圖征服全緬，宣 

布在揮邦三十三邦的二十二邦實行戒嚴，並由軍人兼管行政，以中央集權代替聯邦，進 

軍揮邦，並派出三個特攻隊，將國民黨軍逐回薩爾溫江的彼岸。 

同年四月二十三日，緬甸聯邦政府由外交部長趙昆雀(sao Hkun Hkio}93面向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控吿中華民國侵略緬甸領土。聯合國第七屆大會第二次會議，以五十九票 

對零票通過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七O七㈦號決議，裁定中華民國爲侵略者，令其 

立即撤退。 

美國於五月二十二曰在曼谷召集緬甸、泰國、中華民國和美國組成四國軍事委員會， 

討論國民黨軍撤軍事宜，並開始撤退。 

緬甸的觀査員發現，待遺國民黨軍人長相與撣人或拉祜人相似而提出抗議，但不爲 

其他國家的觀査員接受。 

事實是|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撤退的一千九百二十五名軍人中，大部分是揮 

人或拉祜人，他們被迫穿上國民黨軍服，運往台灣。 

最後中、美、泰、緬協商的數字是七千二百八十人，分三次五十二批撤退。 

另一方面，美國駐華大使蘭欽施壓，蔣介石將李彌調回台灣。此後，李彌到死都沒 



有再涉足金三角。 

國民黨軍在李彌走後，分撤與不撤兩派。北區代總指揮段希文{即反共大學第一大隊 

長)已將反共大學之校軍移回邦八千校園，成立不撤總部。行政隊駐猛撒，繼續受總部直 

接督訓，但是消息傳來，有些人到台灣之後，不受重視，紛紛潛回各原部隊或到邦八千。 

反對緬甸政府的克倫叛軍領袖蘇三波陣，也將其部隊遷到邦八千。 

揮邦到處有雲南人，脫離游擊隊，馬上可以融入群衆。何況他們很多原來是馬幫， 

參加國民黨的游擊隊只是掛名，他們照常幹馬幫的活，現在游擊隊要解散，他們自然恢 

復名副其實的馬幫。大批兵員和槍枝留在猛撒，或分成小股，散在揮邦各處待命。 

事實上，當時據估計還有六千名國民黨軍人留在揮邦。一個月後戰事又起，此後陸 

陸續續打了七年的仗C 

緬甸見國際談判無效，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向尼泊爾借了一個兵團，兩個營在猛撒西 

南方的汪撒拉，一個營在緬北參加緬軍進攻猛撒。緬甸先用空軍II炸猛撒兩天，陸軍隨 

後而上，終於攻下猛撒。國民黨軍除死傷者外，被逐到泰國的有兩千人。 

四國在曼谷重開談判，以後兩個月內，台灣專機共運了兩千五百名軍人到台灣。五■ 

月三十日，李彌宣布解散雲南反共救國軍的番號。 



*勢力重整 

國民黨軍撤退計分三期，共撤台五十二批，總人數爲七千二百八十人。 

這些其實是表面工作。實際上，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組織了大陸工作處、情報處、反 

共救國處，同時還送過來不少特攻和情報人員。昆沙手下大將如張蘇泉、梁仲英、趙夢 

雲等都是這個時候從台灣送來的。 

國民黨軍隊重新整編，並接受新的裝備。他們建立一個集中的指揮總部。且已由該 

部發動徵募新兵與策劃從事販賣鴉片。緬甸政府上吿聯合國，中國代表陳之邁答覆是， 

剩餘留下的游擊隊完全在中國政府影響之外，而中國政府也根本不承認他們，中國政府 

並未給他們援助，亦未獲得有關外界支持他們的情報，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實無法對 

此不能控制的情勢負貴。 

國民黨殘軍在江拉、猛巴寮、南昆、三島、西盟、老羅寨等地分別建立基地，光是 

江拉和猛巴寮附近就有一千多人。 

蔣介石派柳元麟爲總指揮。柳元麟重回揮邦，並將r雲南大學校軍」改組爲「雲南 

人民反共志願軍」，副總指揮爲彭程和段希文，並將部隊撤至靠近寮國的乃郞。他的參謀 

長是陶大刚和馬俊國。李國輝和譚忠的正規軍已撤回台灣，剩下十三個游擊縱隊，他把 



它們編爲五個軍，其軍長分別爲：第一軍呂人蒙(仁豪)：第二軍甫景雲：第三軍李文 

煥：第四軍張偉成；第五軍段希文。前線指揮官是李黎明。 

一九五五年柳元麟率隊離開乃郞，在丹窩停了短時間，就退到更接近泰國的江拉， 

至一九六一年第二次撤台爲止，在江拉經歷了七年時間。 

雲南難民和留下的反共救國軍，以及阿卡、卡瓦、玀玀、擺夷、瑤族等反共人士， 

在此結合成一股反共力量。大約有一萬名軍人在此，建有非常堅固的工事。另外在猛巴 

寮建機場，可供巨型飛機風雨無阻起落，以便補給武器。 

1九五八年七月，柳元麟總指揮與段希文和彭程兩副指揮，親率原反共大學訓練出 

來的學生爲主之「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北渡南壘河，大小戰役二十餘次，攻入雲南鎭 

越、佛海、瀾滄等縣。 

緬甸政府對國民黨軍的再度聯合深感不安，出兵攻擊，但是國民黨軍不與其正面交 

鋒，只與其打游擊戰，久而久之，緬軍損兵折將，出面與國民黨軍和談，條件是國民黨 

軍只要放棄薩爾溫江以西的據點，緬軍就不再打它。柳元麟答應，把部隊撤回薩爾溫江 

東岸。 

大陸實行三面紅旗政策，國民黨軍第三次攻入大陸，立即大敗而回，只帶出不滿共 

產統治的三萬四千難民。國民黨政府透過大陸救災總會，撥款五萬美元，供他們改善生 



活，經過半年的努力，在泰國邊區建立三十多個難民村，安置了一萬五千人以上。 

一九六o年十月，緬甸總理尼溫親自前往北京，與毛澤東見面繼續五年前吳努與周 

恩來關於對付國民黨軍的商議。中共表示大方，將淸代留下的中緬爲定界，即包括恨邦 

等所謂的r司各脫線」以西之地全部劃給緬甸。尼溫請中共出兵。一九六o年十一月下旬， 

緬軍一萬多牺甸正規軍越過薩爾溫江，向東推進。秦基偉爲司令的昆明軍區從第十三軍 

三十九師和省軍區從區所屬的邊防部隊抽調精幹兵力，組成三個戰群，分二十一個特種 

突擊隊，兵分三路南下，越過中緬邊界，進入揮邦。緬軍由瀾滄江沿岸進行包圍。 

國民黨軍寡不敵衆，逐步南撤。次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又應緬方邀請，以十三、 

十四軍以及邊防部隊，四個團共八個營的二萬兵力分三個戰群，聯合緬軍五千，進攻江 

拉和猛巴寮。 

蔣介石秘密派了他的兒子蔣經國來猛巴寮視察。當時正好碰上緬軍聯合中共軍攻猛 

巴寮，他在揮邦住了七日，曾冒險坐了飛機到前線，四面包抄，激戰三月，蔣經國知猛 

巴寮不可守。果然不支陷落。 

三十年後，我在台北訪問朱心一，談金三角事。他出示許多照片，其中一張是蔣經 

國在金三角的留影。 

國民黨軍中多數少數民族的兵員逃回山地•，精銳越過湄公河，退到寮國的東北部。 



柳元麟方面知不是敵手，主張撤軍入寮；李文煥、段希文和馬俊國的部隊遠在揮邦內部， 

也收到撤退通知。他們的主力撤入泰境，但是李文煥還有一部分軍隊守住佤邦據點，一 

直支配該地的鴉片貿易。 

國民黨軍撤軍消息傳出時，一些中下級軍官，已立即把部隊拉進伍邦。數萬人化整 

爲零，散布在邊區的叢林、河谷、山區等三不管地區。他們被台灣切斷經濟支持，散佈 

在中'緬、越、寮的邊境上，各自奮鬪。 

有的小部隊，進入山區之後，靠打獵和採集野菜來維持生活，同時爲了避免緬軍的 

追捕和越界共軍的襲轚，無法在同一地區長時間停留，毎到一個村落，還需與村民相處 

良好，才能獲得他們的掩護。有些人爲了生存，娶當地婦女爲妻，做永居打算，等待機 

會再求發展。 

他們運用當時的形勢，個人的財力，或借助於外面的支援，把撤軍後星散的小股隊 

伍，慢慢吸收集中起來，形成了暫時團結的局面。 

中華民國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宣布國民黨軍已全部撤台完畢，並稱已撤還四千二 

百九十六人。未隔多久，中情局又開始雇傭這些已脫離的國民黨軍在寮國西北部進行秘 

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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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鴉片 

法國於I八九三年來寮國，殖民官員爲寮國鴉片專賣局買鴉片，鼓勵苗族種植鴉片。 

法國退出印度支那，美國接手，繼續這種政策。美國中央情報局於一九五九年開始 

與苗族合作，組織了三萬人苗族游擊隊，同時幫助他們運輸鴉片，苗族領袖成了壟斷中 

間人，享有種種特權，萬保<ang pao)就是其中鼎鼎大名者之一。 

寮國苗族高原出產鴉片，直到七一年爲止都由寮國參謀總長拉提功ouane Ratti- 

kone)控制集中到廊勃拉邦，製成海洛因，不經海關檢査由美國航空公司運往永珍、西貢 

和金邊。再由那些地方運往美國和西歐。有時也丟在泰國海域，由專人撈起，轉運其他 

地方。 

寮國的鴉片是從寮國北部的小機場運到曼谷的國際機場。 

越戰期間寮國最大的海洛因製造者是一位潮州人，叫胡定恒。他擁有美國在永珍的 

百事可樂飮料和埃索{ESSO}石油的專利。他拉拉提功入伙。以其潮州背景，從香港請來 

潮州的海洛因提煉專家。 



*潮州師傅 

上海的國際租借於一八四o年代設立市營鴉片專賣局，不久任命一批潮州人爲鴉片 

代理人。形式上分銷鴉片和鴉片館的特許證是發給西方人(主要是英國人)，鴉片館的監 

管及鴉片的出售實際都是潮州人經手。 

上海的許多潮州人到一九一八年英國關閉鴉片館和取消鴉片特許時，已從鴉片販賣 

中發足了財。 

上海靑幫噘起，與潮州幫爭奪鴉片的非法走私，兩敗倶傷。後由靑幫頭子杜月笙出 

面調停，組織統一聯盟，商定平分走私利益，才暫時終止兩派的對立。杜月笙號稱鴉片 

王，利用鴉片買賣稱霸上海黑社會。以後他防利益外溢，設法自製海洛因，將一些原來 

管鴉片的潮州人訓練成提煉海洛因的師傅。他們不斷改造技術，終於硏究出一種秘方， 

可以將海洛因純度提煉到前人無法做到的地步。其手藝不亞馳名世界的法國馬赛師傅。 

香港原來沒有人懂提煉海洛因的技術，上海來的潮州幫帶來他們的師傅。他們以上 

海帶來的獨傳秘方提煉金三角的優質鴉片，製出馳名全世界的「中國白麵」(純度爲百分 

之九十八•九}。 

潮州幫控制香港之後，進一步獨占泰國的嗎啡和鴉片進口。曼谷華僑絕大多數是潮 



州人，其中少數人從軍界進入政界，多數人從商，官商勾結，得金三角地緣之便，走私 

鴉片者大有人在。香港潮州幫與曼谷潮州裔，語言相同，一拍即合。 

一九五o年代中葉以後，出產鴉片的伊朗、印度和中國大陸都停止供應市場鴉片， 

控制泰國的鴉片，等於壟斷了全世界所需鴉片的出口。 

泰國政府於一九五八年關閉鴉片館，並取締鴉片客。香港的海洛因專家就來到曼谷， 

設廠制造當地市場所需的三號海洛因。但是，因爲鴉片煙味特殊，吸者容易被捕，警方 

取締加嚴，迫使煙客改用無味的四號海洛因。一九六九年至七0年，又從香港請來新的 

化學師，提煉四號海洛因。當時正好是泰國觀光熱潮的開始，而西方人又愛用簡便的四 

號海洛因，隨著西方人的大量湧進，潮州幫遂大發利市。 

金三角、曼谷、香港、阮文紹時代的越南唐人街堤岸，都爲潮州幫的黑社會組織把 

持。 

六九年以前，金三角地區生鴉片的年產量是將近I萬噸。金三角能提煉三號海洛因， 

以供當地的需要。但無法提煉純度百分之九十幾的粉狀四號海洛因。那時，金三角只把 

生鴉片製成嗎啡磚，輸出香港或歐洲，精製成四號海洛因後再運往美國。嗎啡磚的體積 

雖然比生鴉片縮小很多，但是依然太大，走私還有許多不便。， 

大約在六九年和七o年之間，美軍精神苦悶，需要借助海洛因來忘記不合理的現實， 



許多士兵染上毒癱，海洛因的需求大增。寮國強人拉提功將軍見是賺大錢的機會，由潮 

州師傅進行醚沉澱加工，在緬、寮、泰的三角地區設廠，提煉四號海洛因。 

同時，國民黨殘軍從同一管道，雇了潮州師傅，爲其在揮、泰邊境的海洛因廠提煉 

四號海洛因，進而刺激揮邦的鴉片增產，終於使揮邦的鴉片產量躍居世界首位。 

由於四號海洛因容易入手，反過來使癱君子大大增加。當然，四號海洛因的價格也 

跟著暴漲。舉例來說，一九七I年四月中旬，越南的四號海洛因的批發價爲一公斤一千 

七百八十元，而七個月前的批發價只有一千二百四十元。 

一九七o年五月，美國侵略柬埔寨是促成海洛因在美軍蔓延泛濫的另I重要原因。 

寮國南部和越南中央高原，由於山川阻隔，道路中斷，走私極爲不便。利用飛機，又因 

山區崎嶇不平，若無特別安排，絕無可能。五o年代，柬埔寨的施哈努親王敵視親美的 

南越政權，南越軍車、軍艦或飛機絕不可能進入柬埔寨。七o年三月施哈努政府被推翻， 

南越第五航空分隊開始每天飛往金邊。柬埔寨一旦開放，寮國南部的毒品就可以空運到 

金邊，從金邊不論用船、卡車或飛機，都很容易運到西貢。 

*拉提功漁翁得利 

拉提功於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在永珍接受 < 東南亞海洛因政治> (rrpo/3-:vs o/ 



//gros-s-sos-rasf A5S-的作者馬科伊的訪問時，承認他於一九六二年初負責安排進 

口緬甸鴉片。長居金三角協助國民黨軍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譯員威廉.楊(William Young} 

又吿訴馬科伊說，拉提功透過回寨的秘密軍的司令同金三角地區中情局所偏傭的揮族領 

袖，在數月之後第一次運來緬甸鴉片。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o年間，美國對寮國援助 

三億一千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軍援，其支配權主要操在中情局手裏。 

中情局以援助爲名裝備和訓練寮國軍隊，因爲寮國人不願看到兄弟相殘，故鬪志很 

低，所以美國人僱用國民黨殘軍。 

寮國戰局是幾個親王之間的戰爭。與民主和共產的意識形態關係不大。總理是佛瑪 

{souvans phounma)親王，寮共是其兄蘇法努旺(souphanouvong)親王，後來停火，蘇 

法努旺入閣，出任計劃部長，一九五八年的普選中，二十一席的國會議員有十一_.席是寮 

共，美國一怒之下停止美援。同時支持反共將軍拉提功發動兵變，寮共一營人被圍，蘇 

法努旺親王被捕下獄。佛瑪親王出亡，美國擁立歐莫親王•.歐莫親王無能，一切由拉提 

功作主。後來蘇法努旺親王出逃，寮國內戰死灰復燃。 

越戰不僅刺激寮國北部鴉片增產，更刺激其擴大出口。 

法國科西嘉黑社會組織的包機飛到寮國北部的桑怒、豐沙里、孟信、南大、沙耶武 

里、和回寨等地，運輸鴉片。這些城市是當地所住華人所管理的鴉片貿易中心。春天， 



這些華商用騾馬滿載鹽、線、鐵塊、銀元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東西，到附近的山區和山民 

交換生鴉片。到收穫季節，法國科西嘉的飛機到這些城市買鴉片，運回豐沙灣或永珍， 

以待西貢、新加坡或印尼的買家。 

*反共將軍呂人蒙 

一九五三年奠邊府之役，法軍敗北而不得不撤出印度支那，寮國政府無力保衛豐沙 

里省，暫時委託駐紮此地的呂人蒙維持地方秩序，他實際成了當地的統治者。 

吕人蒙是廣西人，出身黃埔七期，徹底反對一九六一年的國民黨軍撤退。他一直在 

滇、緬邊境與共軍作戰。以後與柳元麟意見不合，一怒遷往寮國。他的七百餘官兵，其 

中包括後來昆沙手下大將——張蘇泉和梁仲英——留在靠近泰、緬邊界的寮境隱秘叢林 

——S5西，靠對出入這三個國家的馬幫收保護費來維持。 

美國支持的寮國右派政府無力控制邊境，美國中情局授意寮國強人富米•諾沙萬 

(pfloumihlsavan)將軍派人找呂人蒙談判，給予「第二一特別營」的番號，編入他的 

指揮部，並由他提供給養，待遇與寮國軍同——即上校每月二萬寮幣，士兵二千五百寮 

幣，另外每天有四十寮幣的副食加給和兩包十寮幣的香菸，但其指揮權歸呂人蒙掌握。 

呂人蒙答應後，寮國立即送來薪水、補給品和美式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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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總部設在南大，穿著便服進駐中、寮邊界——^寮國豐沙里省的烏娜到泰國 

邊境附近的班會曬，並讓國民黨軍使用烏娜和孟信兩個機場。中情局的西方公司就利用 

這兩個機場，向國民黨軍供應裝備。 

這支部隊解孟信之圍，進擊孟本、孟昆，使寮共大感頭痛。 

他駐紮孟信，西方公司把大批武器、醫藥和通訊器材運到孟信，以加強其實力。 

《異域烽火續集> 一書說：r撤退時呂將軍即到寮北的回寨，收容未隨軍撤退的黃 

奇連部、黃桂芳部、呂漢三部、環向春部、米集三部、張全書{按爲張書全之誤，即張蘇 

泉)和張奇夫部，這些人…組織中華民國在寮國反共救國軍。這些人原都是出自軍校十四 

期至十七期，故無論在學術上、思想上，在當時的游擊隊的幹部來說，都是一時之選了。 

而且這些幹部又都出自一個系統——都是軍校生，都曾在余程萬的二十六軍幹過，因此 

呂仁豪(人蒙)一起來號召，中國在寮國的反共救國軍很快就組織起來了。呂人蒙將軍是 

一位很講實際的人，雖然過去呂將軍幹過軍長，上述的那些人當中，起碼也幹過團長， 

但是他們只編了六個連，那六個連的戰力，在當時恐怕比號稱一個軍的戰力更高，所以 

他一起來，就受到寮國以及瀵緬邊區的各方注意和重視。」 

同書又說，呂人蒙把收容的殘軍七百六十一人，編成一個師，按原來的單位編成六 

個連。則張蘇泉和張奇夫的一個連是屬於寮國反共救國軍的了。 



呂人蒙的反共戰鬪營名義上是中華民國的反共救國軍，正式名稱是r中阈駐寮國反 

共救國軍獨立營」，事實上是寮國的僱傭軍，其性質與緬甸境內的不丹、錫金 '南斯拉夫、 

印度的僱傭軍一樣。他們拿寮國的錢，除了有反共的自由外，其他一切行動受寮國國防 

部的支配，其背後是歸美國中央情報局調遣。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淸剿寮共。 

這些部隊一直留到一九六二年中右派政權垮台，才離開南大。 

一九五四年七月，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寮國會議之後，越南以北緯十七度爲界， 

劃分爲南北越。北越支持的寮共，不斷發展勢力，在寮國擴充地盤，整個寮國北部幾乎 

全爲共黨控制。 

中國雲南境內的南嶠和車里，是中共訓練東南亞的共產黨高中級幹部的一個基地。 

寮國因地緣關係，許多寮共都曾在此受訓，寮國部隊對這些受過訓的人是一點辦法都沒 

有的。寮國政府親共，其軍隊不是那麽熱心打寮共。美國基於全球戰略，向其施加各種 

壓力，促其反共，所以呂人蒙的部隊事實上是爲美國人僱用。他們駐在回寨，薪餉由寮 

國的北方指揮部發給，美國人派有聯絡官指揮其行動。同時因寮國與北越接壤，北越援 

助南越的越共經過r胡志明小徑」，一些路段是經過寮國的。呂人蒙的部隊也負责攔擊人 

員或攔截物資。 

一九六一年，寮國內戰激烈，有關中情局動用國民黨殘軍的說法甚s塵上，因爲寮 



國根本沒有什麼戰鬪力，中情局靠的還是北部山區的苗族，很多美援物資也自然源源送 

上，但是光靠苗人，無法抵禦越共和這個背後支持的寮共，中情局於是起用在潢、緬、 

寮邊區稱霸多年的國民黨軍，這種借調，台北當然是知情的。 

寮國親共的左翼部隊指控約有三千名中華民國非正規軍，協助美國所支持的拉提功 

將軍收復永珍。梢後北京電台也廣播說，在親西方的寮國和美國的允許下，原來盤踞在 

滇緬邊境的國民黨游擊部隊正在擴大寮國的內戰。廣播還引述寮國的作戰公報說，這三 

千名中華民國部隊已進入鑾巴拉邦西方，接近緬甸的胡赛省，r國民黨殘餘部隊約有二營 

僞裝成寮國的政府軍，已佔據胡赛省的首府倫達，另一部分國民黨部隊正沿湄公河前進， 

或空運至瑣勃拉邦，以加強國民黨殘餘部隊。」 

《異域烽火續集> 說：他們是正式受僱於寮國的唯一外籍僱傭營，糧餉無虞匮乏， 

武器裝備精良，所以戰力極強，頗受到寮國政府及美軍當局的重視，在北部的剿共戰爭 

中號稱無敵。不過因是受僱性質，發展受到限制。 

寮國的部隊，包括他的國家部隊八萬陸軍，一萬五千名空軍，以及微不足道的海軍 

在內，沒有一支部隊的戰力，是可以與呂人蒙部比擬的。 

因此，凡是寮國所發生的暴亂，或者越共過境等等，都以呂人蒙部去抵擋或進剿， 

造成以後呂人蒙部根本就駐在機場待命，空運寮國全國作戰的現象。這樣！來，呂人蒙 



所屬部隊，不勝其苦，疲於奔命。呂人蒙不能控制他的軍隊，呂部士氣低落，首先是六 

七年八月黃奇的四百多人求去。黃奇部跑到泰、緬邊境山區，自謀發展。到六八年一月， 

黃桂芳看看也無法支持下去，將部隊帶到緬甸的別干山區，靠收稅維持軍隊的必要開支， 

當商人的護運，沒有什麼作爲，部隊成員多數與當地女子結婚，歸化擺夷。 

呂漢三部則由張書全、梁仲英率領返回緬甸的萊莫山張奇夫的地盤內，成爲張奇夫 

的自衛隊。 

朱集三看看獨木難支，便拖著所部，投入美斯樂的段希文部。 

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呂人蒙的r中國駐寮國反共救國軍」，沒有支援，因爲朱集三 

離去，立即土崩瓦解。呂人蒙不得已在寮國北方叢林的回寨另立總部。 

<異域烽火續集> 的作者I年之後，到回寨，見那裏已初具規模，有操場，有營房， 

有指揮部，升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那裏駐有近千人的部隊，只有一個營。呂人蒙頭 

髮已經花白。 

呂人蒙受到寮國的重視和美軍的重用，引起寮國軍人的嫉妒，而呂人蒙的薪餉是北 

方指揮部發給的。他們貪汚成性，常常刻扣呂營的糧餉。有時三、兩個月不發餉是常事。 

寮共因爲受到壓力，在國際上大肆宣揚寮國請國民黨軍當僱傭軍。中共也聲明將進 

兵寮國，掃蕩國民黨軍。美國怕擴大戰事，要富米下令驅逐呂人蒙出境。 



呂人蒙不肯離境，退回橫西。因他與走私商隊一直關係良好，恢復馬幫生涯，毫無 

問題；而且他早已準備後路，橫西已成堅強堡壘。 

呂人蒙回到橫西的第三天，寮國皇家陸軍來攻，被呂人蒙打退。於是中情局的西方 

公司派人來說服呂人蒙離開寮國，退到泰國境內。 

吕人蒙則變賣了永珍的全部家產，流亡澳洲。在澳洲辦了一個農場，老死他鄕。 

注I:甫景雲本人和他的單位只在萊莫山停留一段時間。後來他率部反攻大敁，從佤邦進軍中M雲南鎮康耿 

馬等地，因補給困難，奉命撤出，他變成困民黨軍在桿邦的主力之一 I-國民黨軍撖退時，他正好由緬 

甸進軍雲南，所以未列入撤軍名單。他在李彌離《捭邦之後’柳元麟重新组織國民黨軍時，官拜第二 

軍軍長=後來發了大封，终老泰國，在曼谷离建了著名的景雲花園。昆沙在七O年代末期，移居泰8 

滿星#時，曾與他在曼谷見過面。 





前文提到有兩件大事影響了昆沙的一生，並與他的生涯多次交錯。關於國民黨軍的 

南撤，已在上一章介紹過，本章將接著探討揮族反抗緬族的運動對昆沙的影響。 

•撣邦的歷史背景 

緬甸東北部的揮邦原屬中國，淸末才爲緬甸併呑。它在語言和文化方面與隔界的中 

國雲南愫族及泰國的泰族同多於異，而與同國的緬甸人却異多於同。緬甸對它控制很鬆， 

揮人發展了獨立的政治和文化制度。 

一九二二年，緬甸總督任命英籍長官，組織揮聯邦政府：後通過緬甸法，把緬甸分 

成兩個部分，即緬甸行政區或舊緬甸本土與包括揮邦在內的邊疆地區■，對揮邦是以不同 

於緬甸的方式統治，並讓揮邦土司對其內政有較大的自主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緬 

甸在翁山(翁山蘇姬Aung San Su Ki之父)領導下與日本合作，聽命於日本，組織軍隊， 

攻打英軍。揮邦及其他邊區的土司和人民站在英國一邊與日本爲敵。日本同時把揮邦絕 

大部分都劃歸泰國，並禁止緬軍進入揮邦山地。 

揮邦土司自恃在大戰期間對英國有恩，期望英國回報，幫助揮邦獨立。但是英國工 

黨政府當時已開動非殖民化進程，決定讓緬甸獨立。緬甸民族主義者如翁山、吳努之流， 

認爲揮邦及其他邊區是以前緬甸王國的一部分，要求併入緬甸，爲其國土的一部分。 



英國首相艾德禮(Auee)和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AFPFL)主席翁山率領 

的代表團，於一九四六年I月二十七日簽訂承認緬甸獨立的《倫敦協定>。其中第八條規 

定「邊區盡速納入緬甸行政機關」，並設立邊區調査委員會，査明緬族以外民族的願望。 

翁山的代表團裏面沒有揮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第八條的制定也未同邊區代表協商。 

揮邦土司聞訊大驚，進行抗議。他們另組一個由土司、人民代表組成的擁有行政、 

立法和財政權的揮邦行政委員會。 

*班弄條約 

三月，揮邦土司在揮邦舉行第一次班弄會議，討論揮邦的未來問題，並邀請欽族、 

克欽和克倫族的代表參加，無結果而終。 

次年一月四日，緬甸臨時政府成立，英國交出政權。翁山以聯盟主席身分組織內閣。 

他和吳努鼓其如簧之舌，提議組織緬甸聯邦，主張聯邦內各民族完全平等和自由。他再 

三請邊疆領袖放心，說緬族絕不可能以不平等態度對待邊疆少數民族。他有一句名言： 

r如果緬甸得到一塊錢，你們也會得到一塊錢」。他的言辭感動了揮族及克倫尼族以外的 

所有其他的少數民族領袖。 

翁山以緬甸臨時政府元首名義於一九四七年前往揮邦，同年二月十二日，與揮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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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其他民族如克欽、欽族共十二位領袖，在班弄舉行會談，終於簽訂 <班弄條約>，其 

中規定與緬甸臨時政府合併的形式，奠定了緬甸聯邦的基礎。 

山地民族最高聯合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United Hills_ peoples)的 I 

位代表將參加總督的行政委員會，但是邊疆地區將納入行政委員會管轄範圍。這實際上 

等於結束邊疆地區的傳統自治C <條約》第五條規定：「邊疆地區內部行政的充分自主權 

原則上可以同意J。揮族各邦被合併成一個揮邦：《條約》第二o 1條第六款規定揮邦擁 

有一項特別的分離權，以十年爲實驗期，即撣邦在緬甸組成聯邦之後十年，如果認爲妨 

礙其利益和存在，有權退出緬甸聯邦，成立獨立的主權國。 

克倫族和克倫尼族的代表不出席簽字。克倫族的四名觀察員雖然與會，但是不參加 

議事。阿拉罕、孟族、帕奧和佤族在緬甸行政區和邊疆地區的代表團中都沒有代表，完 

全沒有參與其事。但是一般人還是認爲，《班弄條約》的精神比它的具體細節規定更重要， 

而該條約簽字曰被定爲緬甸聯邦紀念曰。 

《班弄條約> 後來提出立憲會議，並成爲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通過的緬甸聯邦 

憲法的基礎。分離權載入《憲法》第十章。《憲法》則明文載明緬甸聯邦政府由揮邦、克 

欽邦、克倫邦、克倫尼邦、阿拉罕邦和欽特別區組成。 

<憲法)表面看似聯邦制，其實非也。它最大的缺點是聯邦議會的組成。聯邦議會 



分兩院••通稱上議院的民族院和通稱下議院的代表院。下議院按人口比例選舉，因此緬 

族代表人數多於各邦代表人數。各邦對此尙無異議，它們在意的是上議院的權力和組成。 

各邦在下議院的代表人數雖然比上議院的代表人數稍多，但是緬族代表還是多於各邦代 

表人數。各邦領導人希望與緬人平分上議院的代表權。 

此外，各邦也希望兩院的權力相等。原來上議院沒有立法權，只處理不重要的問題， 

而且上議院不能阻止下議院通過的法案。下議院是最重要和最高權力立法機關。上議院 

至多只能將法案拖延幾天，經過具體規定的天數，不管上議院同不同意，法案自然變成 

法律。其次，各邦也希望有一個獨立的聯邦政府，而非如後來那樣，聯邦政府等同緬甸 

政府，由緬人掌管一切。 

*獨立根據 

揮邦獨立之法理根據，最詳細的閫明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民族革命 

聯盟(RAN)在克倫族聯盟(KNU)的總部開會時，揮族和克倫尼族的代表的發言。他 

們指出，即使在緬甸王統治時代，揮族和克倫尼族的土司也沒有承認緬甸人的宗主權。 

他們也指出，英國人雖曾征服緬甸，卻沒有征服揮邦和克倫邦；它們通過與英國人簽訂 

的一系列條約，變成英帝國名義上的一部分，即保護領。克倫尼代表指出，一八七五年， 

|第四章掸族起義 ~|113 



英國和緬甸王明頓(Mindon)簽訂一個條約，承認克倫尼邦的獨立。揮族和克倫尼族的 

代表也指出，在英國統治之下，撣、克倫尼、欽和克欽各邦都與緬甸分開治理，理由是 

英國人承認這些種族和地區不受緬甸統治者管轄。克倫尼族的代表說，緬甸聯邦根據 <班 

弄條約> 成立時是沒有包括克倫尼族的，因爲克倫尼領袖沒有參加班弄會議，並補充說， 

克倫尼族於一九四八年發動革命，因爲克倫尼不同意被強迫納入聯邦。揮族代表提出， 

雖然揮邦簽訂 <班弄條約>，參加了聯邦，但是奈溫於一九六二年的政變已廢除《聯邦憲 

法>，此後，揮邦對聯邦已不存在任何義務。所以撣族的代表總結說，挿邦可以等於是一 

個獨立國家，而緬甸人是侵略者。 

*土司不滿 

《緬甸憲法> 爲了引誘禪邦土司參加聯邦，規定各邦的許多行政權不交給人民或新 

設的議會，而交給世襲土司及其家族。 

禪人答應參加聯邦，其交換條件是與其他邦一視同仁，並由揮人出任若干聯邦部長 

職位。獨立後第一任總統即由揮邦良瑞土司趙瑞泰(Chao Shwe Thaike)出任。 

土司按照傳統習慣治理各邦內部事務。但是不久，土司受到自由聯盟及其治下的百 

姓的壓力，最後不得不放棄政治權力，而改領補償金。 



吳努政府將揮邦土司從八個增至三十三個，成立了揮邦議會(Shan State Legisla¬ 

tive council) 。 五十五名議員中二十五人由揮邦人民選舉 ，另外二十五人由三十三位土 

司組成土司委員會(Chao Fa council)向揮邦議會提名任命，有二十五位土司被送入緬 

甸上議院爲議員。揮邦議會選舉揮邦政府，揮邦主席爲仰光的聯邦內閣的部長。揮邦的 

三十三位土司組織了土司委員會，組織揮邦政府。 

揮邦政府設行政官員——長官、地方官、地方官助理等和揮邦公務員，而把內部各 

邦的行政權交給中央政府。 

吳努政府大幅度削減揮邦土司的特權。五一年九月一日取消揮邦土司的統治權，仰 

光只每月撥給緬幣三千盾，作爲他們的贍養費。 

緬甸當局爲了打擊揮邦土司的威信，動用各種媒體，把揮邦土司說成是專制' 懶惰、 

剝削成性和背信棄義的封建反動者，並說他們不但與李彌軍勾結走私鴉片，而且同東南 

亞公約組織和美國聯合發動對緬甸的侵略。此外，緬甸軍方也大1援助揮邦內部反土司 

的政客。軍方又暗中支持反封建的帕奧叛軍。 

揮邦的一些親仰光的議員和地方官吏也認爲軍方這做法不妥，暗中向聯邦部長或地 

方軍事指揮官疏通，但都被扣上各種罪名，輕則誣蔑軍方，重則策劃叛變。這樣一來， 

連揮邦的溫和派也噤若寒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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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沙是萊莫世襲土司出身，對緬甸政府的壓力，也有深刻感受。 

♦撣文化復興 

英國政府曾仿英國的公立學校，在揮邦的東枝設立一個揮邦土司子弟學校，揮名r干 

坡撒」，後改成大學。揮族很多民族主義領袖都是出身於此。 

土司子弟接受現代敎育，促成揮族民族主義。到了一九五五至五六年，揮邦接受英 

國新式敎育的靑年正好成年。仰光和瓦城大學的撣族學生和撣邦各地的中學生對政治發 

生興趣，又在揮邦開明土司如趙瑞泰及其夫人南含坎(chaonangHsrn-kham)、果敢 

土司家族楊振聲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揮族學生會和文學、文化等社團。 

他們到處舉辦文化座談會，出版書籍、雜誌、小册子和期刊，促使靑年參加揮邦的 

文化和民族復興運動。他們開始硏究揮族文字，並編輯現代字典。 

他們也組織劇團，排演揮族傳統的民間傳說或故事，到大小城鎭，甚至窮鄕僻壤上 

演，廣受民衆歡迎。 

*緬甸獨立的內憂 

緬甸獨立之前已有內憂。 



先是克倫族要求單獨成立克倫國，爲英國殖民政府拒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 

本扶植在泰'緬邊境建立的緬甸獨立軍繼日軍之後進入緬甸，克倫族因在英國殖民地的 

政、軍、警界服務者衆，協助組織地下抗日活動。緬族在日人扶植下得勢，視克倫族爲 

叛徒。四二年末，緬甸獨立軍大肆殺戮克倫族的領袖和克倫村民。遭到屠殺的村莊數目 

有四百之多，有的全村被殺，死者共一千八百人。日軍所扶植的巴莫(Ba saw)傀儡 

政府對此視而不見。克倫領袖派代表團找到緬甸獨立軍的日本總司令鈴木健二大佐，才 

停止屠殺。緬甸獨立的同時，克倫族組織克倫族聯盟與吳努的自由聯盟對抗。 

吳努執政時期緬共也與自由聯盟分裂，開始叛亂，未及一月，即占數處重要城鎭， 

聲勢大振。緬甸政府的正規軍大約有！半參加了緬共，以伊瓦拉底河三角洲和仰光以北 

的頗固山區爲基地。 

緬甸最北邊的克欽族是勇敢善戰的民族，兩次大戰中爲英軍服務，立有汗馬功勞。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利用美國人提供的武器，對日軍打擊極大，並救起許多美軍的 

飛行員。克飲人對美國似乎有一種期望，認爲有一天美國人會報答他們。 

緬甸獨立之前，克欽族的領袖不滿自由聯盟企圖併呑北方山區，曾向英國政府提議， 

克欽邦與中國合併，並讓揮邦與泰國合併。 

翁山對克欽族的要求讓步，把密支那和八莫非克欽族居住的平原地區也劃歸克欽 



邦，才平息了克欽人的抗議。 

緬甸獨立時，吳努政權下的緬甸國會決定立佛敎爲國敎，克欽族的靑年認爲這是緬 

族沙文主義。同時，緬甸與中國簽訂邊境條約，將數個克欽村莊同中國換取南灣特區， 

造成克欽民衆不滿，於是流傳克欽邦即將併入中國的謠言。政府不澄淸謠言，結果數百 

名克欽靑年潜入地下組織。 

克欽族反抗運動中以羅相(Naw Seng)最爲有名。 

他於！九二二年生在揮邦臘戍附近村莊。受過良好的敎育。英國統治時，參加臘戍 

營的緬甸邊a部隊。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回到緬北率領克欽族人在克欽邦游联抗日，得 

過英國的兩個勛章。一九四六年任緬軍克欽長槍隊的上尉連長.，日本投降時，他已有一 

部分武力。緬甸獨立，緬共叛亂。四八年他在伊瓦拉底河流域攻打緬共。四九年二月緬 

甸政府下令第一克欽長槍隊鎭壓克倫叛軍，羅相痛恨緬甸政府繼承英國人殖民政治，加 

入克倫叛軍，揭竿而起，占領軍事重鎭眉苗。他成爲「上緬戰役總指揮」，手下不只有共 

黨，還有各族的起義軍。羅相本想說服興威土司趙洪發(Chao Hom Hpa)參加起義， 

結果不成。一九五一年四月間，他率領三百多人，攻臘戍，準備退守興威的克欽族地區， 

在劫古附近苦戰三夜，遇到緬甸政府爲驅逐李彌軍而僱傭的尼泊爾軍，被打得溃不成軍。 

他無法進入克欽邦，在南坎又爲擁護緬甸政府的克欽軍和欽族軍組成的緬軍包圍，突圍 



逃入中國，退入雲南邊境，企圖重整旗鼓，不料又被孟板土司蔣家健圍轚，激戰數日， 

全部繳械。羅相本人幸而逃脫。 

羅相退入保山，爲中共發現，西南邊防局對其加以訓練改造。因暫時派不上用場， 

讓他們留在贵州，過平民生活直到一九六八年。這些人形成後來緬共的「貴州老兵」幫。 

羅相的叛亂是以共產主義爲招牌，嚴格地說是緬甸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但是， 

他的叛亂影響了緬甸叛軍勢力最大的一派，即趙湘(zau Seng)三兄弟的克欽獨立軍。 

所以，吳努執政時期，揮邦內部除了李彌部隊、羅相領導的第一克欽步槍隊叛軍(後 

來變成緬共主力)，和克欽獨立軍第四大隊的！千多軍隊所支配的興威和貴街一帶克欽 

人住區外，還有四九和五o年巴宇枝(BauGyi)所領導的克倫聯盟及其同盟軍，和五 

o年代初挿邦南部拉沛(Hlape)和波展宗(Bochanzon)領導的帕奥軍盤踞在東枝 

附近的山區。 

揮邦的許多城市，如北部的臘戍、興威、貴街、木塞、南坎和南揮邦首府東枝，甚 

至泰、緬邊境都先後爲李彌軍和各族叛軍所佔。 

*緬軍入撣 

一九五八年，緬甸總理雖然是吳努，因眼見內亂以及外患接踵而來，請三軍統帥奈 



溫出來執政。緬甸獨立後，法有明文，緬軍不准入揮。奈溫雷厲風行，不顳一切，揮軍 

進入揮邦。 • 

緬人敗李彌軍後，眼見《班弄條約》的十年試行期快要到期，更加變本加利，實行 

恐怖政策，企圖迫使揮人就範。一月四日，《班弄條約》試行十年期滿，揮人提出脫離聯 

邦和揮邦獨立的要求，緬甸政府置之不理。 

緬軍絕大部分是緬人，指揮權在仰光。揮邦政府無權支配。揮邦在仰光雖有代表， 

但是天高皇帝遠，遇到急事，遠水救不了近火。 

緬人與揮人長相衣著和風俗習慣都不相同。揮人自古以來，出門身佩武器，英國人 

也都不加禁止。緬人無此習慣，見到揮邦槍枝泛濫，又加上揮人敵視他們，更使他們夜 

不安席。他們來到撣邦鄕間，收繳民衆武器和挖掘埋藏軍械，在農村到處逮捕地方領袖， 

加以拷問和毒打，逼供藏槍所在及他們的叛亂計劃。許多人身心受創，重者死亡。這些 

措施都加深了揮人的反緬情緒。 

1九五九年四月，在看守政府期間，奈溫於參加東枝的一個多彩多姿的典禮上，三 

十四位揮邦土司受到終生俸的利誘和其他的壓力，正式同意簽字放棄他們的特權。 



*靑年義勇軍 

揮邦的許多城市，甚至泰、緬邊境都先後爲李彌軍和各族叛軍所佔。戰亂不已，民 

心思變。 

當時，有一位來自中國雲南的愫族靑年索演達(saw Yanda)，原名蕭瑟德，其母親 

爲孟卯地區人，後爲丈夫遺棄，有一位叫蕭力田的漢人收養了他們。這名靑年後來爲抬 

髙身分，自稱是雲南愫族某一 土司的私生子，改名召諾(sao Noi)。 

他成年後，到緬甸克欽邦，後到揮邦做小本生意。五O年代中期他因沒有外國人登 

記卡而與克欽邦的緬甸移民局發生衝突，使他聲名大噪，被關了一段時間，得揮邦許多 

土司的支持，於五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泰國邊境附近的叢林中募集仰光和瓦城(曼德禮) 

的大學生，秘密成立了第一支揮邦起義軍，叫靑年義勇軍(Noom Sirk Harn)，舉起叛 

旗——^底刀槍交叉，上面有八角白星。他的任務是秘密籌劃武裝反抗緬甸。這一天， 

已爲揮邦各叛軍定爲揮邦反抗紀念日。 

他能言善道，博人好感，他向住在泰國的揮人宣傳，同時也試圖爭取到美國和其他 

國家的支持。 

數百揮族大學生和中學生以及大批揮邦各地的志士，從潛藏地陸續秘密擁到基地參加 



靑年義勇軍。 

靑年義勇軍有一部分滲透到揮邦各處合法和非法的部隊，企圖說服他們造反。波蒙 

(Bo Mawng)和波徳文(Bo Dewing)就是這樣被爭取過來的。 

*波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正規軍回中國後，張秉舜因當游擊隊隊長，保留了！個 

番號和一些槍枝。張秉舜待下以寬，他的部下因他寃死，想起來造反，因沒有人帶頭， 

不成氣候；又見昆沙祖孫老的老，小的小，不願棄他們而去，許多人都留在土司府。昆 

沙把這些散兵集中和組織起來，編入土司府內武裝。 

當時揮邦社會混亂，盜賊如毛。如張家這種有地位和家產的人家，是不法之徒垂涎 

的對象。 

張繼祖土司屬下的一個隊長，叫蒙(成名後，人稱波蒙)，是揮佤混血的佤人。他沒 

有受過任何敎育，終其一生是文盲。他以前參加了張秉舜在抗日戰爭的游擊隊，當小隊 

長，有作戰經驗。因他長期爲張家做事，故懂漢語。 

他沒有參加萊莫的自衛武裝。他控制了撣邦最大的武裝部隊，手下有一千多人。 

他因爲禁不住別人的挑撥，垂涎土司官位。日本投降後第二年的一個晚上，他與另 



一人，乘夜黑風高，持槍摸到張繼祖在臘戍的住處，蒙面行剌。 

當時，昆沙正和他的祖父對坐樓上，聆聽祖父的訓示，黑暗中突然飛進一把利刃， 

將牆上的馬燈打落在地。房間立即變得漆黑一片，緊接著窗口連續躍入兩條漢子。其中 

一條大漢高舉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對著張繼祖的心窩便剌，另一條漢子則撲向昆沙。 

張家傅統，從小練武，因此人人都會一點武功。張繼祖閃開匕首。 

昆沙十四歲，雖然還沒有學過武功，但是身材魁梧，天生神勇，比成人還勝幾分， 

他敏捷地飛起一脚踢中刺他祖父的大漢的手，把那把匕首踢開了，與此同時，昆沙身子 

一斜，躱開撲向他的漢子，趁勢攔腰抱住大漢，掀翻在地。 

這時i 丁聞聲舉著火把，衝上樓來，群起對付那個撲空落地的漢子。 

昆沙張手拉開那個人的面罩，火光下露出那人的眞面目。衆人驚呼，原來是大名鼎 

鼎的波蒙。 

波蒙乘衆人發楞的當兒，掙開昆沙的懷抱，縱身跳出窗外。他的同黨，知孤掌難鳴， 

也跟著落荒而逃。此事喧傅I時，見載緬文報章。 

波蒙行刺昆沙失敗，仍回到他自己的部隊，他的部隊大部分是佤人，由於他作戰勇 

敢，身先士卒，故贏得佤人的尊敬和擁護。他因在張秉舜底下，與國民黨軍有過相處的 

經驗，對國民黨軍的理解較深，緬軍入揮攻打李彌軍的時候，他參加緬軍反抗國民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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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勇敢而爲緬甸政府捧爲民族英雄。 

緬軍不久撤出揮邦，論功行賞，授波蒙爲緬甸聯邦軍警軍官。他帶著自己的部隊， 

駐紮臘戍。從四八年起，緬甸聯邦在撣邦各邦土司私兵之上，另在東枝和臘戍兩地駐有 

軍警站，等於是緬甸中央政府在揮邦行使主權的象徵。兩地警察人數總共才一千人左右。 

丹陽戰後，波蒙在揮邦革命非常活躍，後來，段希文也支持他。波蒙在伍邦的鴉片 

生產區很有影響力，故段希文盡力加以爭取。 

當果敢軍準備從唐窩出兵時，揮邦軍派了昭贊良瑞和赛拉昂(sai Hla Aung，又名 

召鎖蘭Sao Hso Lane)帶了五百士兵，前往果敢聯絡。他們到達南坎時，遇到緬軍正 

在攻擊波蒙和波岡酉，因爲這兩人不久前襲擊了緬軍的據點。昭贊良瑞爲波蒙助陣，殺 

死很多緬軍，但是他自己的部下也死了五名、失踪十名。昭贊良瑞終於越過薩爾溫江， 

見到楊振聲。 

七o年代初，緬共占領fE邦和景棟，國民黨軍退回泰緬邊境，波蒙堅決反共，他於 

七四年在丹陽向緬軍投降仰光政府。 

在七o年代中期，波蒙不能回到北揮邦，在萊朗和其他地方活動。七O年代以後， 

波蒙在泰國，段希文曾支持過他。他這時又從泰國回到揮邦操縱他的部隊。名義上，他 

附屬揮邦獨立軍和後來的揮邦軍。 



波蒙於七九年病死丹陽，享年七十歲。 

•波德文 

波德文於一九二o年生於猛亞的小鎭猛馬。他祖先世代務農，父親經營茶園，從小 

在家幫忙家務。他幼時想當軍人，但是沒有機會接受軍訓。他曾經一度當過猛敦茅咱(昆 

沙繼父昆吉)的保嫌；三十歲改行經商，在猛馬經營商店。後來他開始招兵買馬，但只 

有三十人跟隨他，都是附近的無賴之徒。當時揮邦混亂，強盜如毛，爲非作歹的人很多， 

他覺得必須淸除揮邦的壞人和保護百姓。他住在森林裏，晚上偷偷到村子或城鎭，辨完 

事後，還是要回到森林。他其實是佔山爲王的強盜頭子。他很強，只要打聽到誰家有錢， 

就去搶，自稱是羅賓漢。(麥見第五幸第一四六頁，第十一幸第二九二頁。) 

*丹陽之戰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波蒙的佤族部隊和波德文的綠林好漢以及靑年義勇軍成員聯 

合，突然攻陷緬軍在臘戍之東大城丹陽的軍事要塞。因爲事出倉促，政府軍措手不及， 

二十六名官兵被殺，十七人受傷。起義軍再接再勵，視死如歸，戰況激烈，他們猛攻重 



起義部隊最初只有六十二個人。後來，許多土司和領袖增援約有兩百人一起戰鬥。 

從戰鬥開始，他們都沒有退卻一步。他們堅守事先選好的據點，同時也支援其他地點。 

緬軍從臘戍和東枝增援約八百人參與戰鬥，出動飛機、大砲、裝甲車和機械化部隊， 

經十日苦戰才將起義軍逐出。起義軍最後戰死了四個人。 

丹陽之戰時，昆沙正好也在萊莫。他流浪數年之後，回來看望他的親人，當時他的 

祖父和大媽都還健在。 

萊莫在丹陽附近，爲戰火波及，非常混亂。 

昆沙看看無法在家長住，再度離家，在臘戍念了一年中學後，出去流浪。不久回到 

猛芮區猛擺結婚。 

*戰火蜂起 

丹陽之戰引起的戰火在五九至六一年間，以燎原之勢蔓延到揮邦各處，遍及揮邦全 

域。 

緬軍持續以優勢武器攻擊，叛軍很快被迫退入叢林，化明爲暗，化整爲零，一股約 

三十人，分散撣邦各地。他們在同族人支持下，緬軍征剿也不能奏效。 

丹陽戰後的波蒙帶了很多槍和子彈，南投索演達。索演達因與大學生不和，波蒙乃 



與大學生求去。學生與波蒙結盟是想從他取得武器，武裝自己。他們在泰國邊境組織了 

揮邦獨立軍，首任主席是龍昆麻哈(Long Khun Maha)。揮邦獨立軍與楊家果敢軍合 

併，組織揮族聯合陣線，進一步演變爲撣邦軍。 

揮邦獨立軍的繼任主席是昆陶達(Khun Thawda)，他的母親是錫箔土司公主，繼 

父是東枝邦政府的主要官員。他從仰光大學畢業，赴美留學後，回揮邦，在干波撒大學 

執敎，五九年，與昆加努(KunKyaNC)(其父爲《班弄條約》的簽字者)到揮、泰邊 

境參加靑年義勇軍。揮邦獨立軍創立之後，他應邀參加這個新組織。 

景棟地區也有由僧人召牙坎(sao Gnar Kham)領導的揮族軍(SNA)在活躍。 

他與寮國的拉提功及美國的中情局聯繫，以鴉片間接換取武器。 

此後揮邦的局勢，散居中、緬邊境者爲緬共，北部由揮邦軍，中部由靑年義勇軍掌 

握，東部是揮族軍的勢力範圍，佤邦則聽命於波蒙，泰緬邊境歸國民黨殘軍李文煥和段 

希文支配。 

*撣邦軍 

揮邦良瑞邦土司趙瑞泰在班弄會議上，比誰都賣力去說服其他的少數民族領袖簽訂 

這個條約，因有功聯邦，被任命爲緬甸臨時政府和後來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奈溫政變 



時，他幼子被打死，他也與其他的揮邦土司、國會議員、公務員、警察、有名的商人和 

知識分子I起被抓，關入監獄。留在揮邦的土司、警察、企業家、名人、高級官員也都 

在被捕之列。 

趙瑞泰死於監獄，引起數千揮邦靑年決定拿起槍支反抗緬軍。其妻南含坎在倫敦就 

醫，回仰光爲丈夫送葬。六三年末，她和三個子女從仰光秘密出走，步行抵達泰國邊境。 

南含坎是興威土司困桑董紅最小的女兒，揮邦靑年非常尊敬南含坎。她到泰國後， 

企圖統一全揮邦所有的叛軍，但是索演達和波德文等人認爲團結的時機尙未成熟"拒絕 

參加。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曰，揮邦三個較大的叛軍團體，即昆麻哈的揮邦獨立軍、召光 

正(Chao Kon zoeng)揮族聯合陣線和楊振聲果敢反抗軍的代表，在泰國邊境附近的揮 

邦獨立軍秘密基地同意建立新的揮邦軍，等於將逐漸衰弱的揮邦軍加以重新整頓。隔了 

1個月，即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由李文煥贊助在泰國淸邁的秘密會議上，撣邦軍 

設立一個最高機構，稱爲揮邦戰爭委員會(SSAVA)，由南含坎擔任主席，召光正爲參謀 

長。該委員會立即著手與昆沙領導的萊莫自衛隊、景棟的召牙坎的揮族軍、南部的靑年 

義勇軍的殘餘部隊聯繫，企圖合併爲一個組織不成。很久以後終於成立了政治組織揮邦 

進步黨(SSPP)。 

揮邦戰爭委員會的政策是建立揮邦獨立主權國家。它認爲目前揮邦的戰爭是政治上 



的保衛戰。揮邦的領袖宣稱他們的戰爭是被緬軍用武力壓制揮邦人民的合法願望而逼出 

來的，揮邦軍用武是爲了保衛揮邦民族政治和民族自主性。他們不反對將來與緬人政府 

以政治方式解決這些問題。戰爭委員會的統一揮邦希望，於緬甸政府在揮邦大規模實行 

自衛隊制度，揮邦各派軍進一步分裂之後，更爲渺茫。有數百人離開揮邦軍，參加自衛 

隊。召光正也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帶了一部分人與揮邦軍分道揚鑣，另同索演達組織揮摹 

命聯軍(SUWA)：事實上在此之前，他已同李文煥聯盟。 

南含坎擔任揮邦軍的主席至六九年爲止。她後來到加拿大退休，她的兒子昭贊良瑞 

繼續領導揮邦軍的一個派，最後見事不可爲，先退休於淸邁，不久也移民加拿大。(麥見 

第十三幸第三一二頁。) 

*召光正 

召光正，童名赛空(saiKung)，意爲彈弓；成年後，改名莫興(soherng)，意爲 

天雷•，後改名光正，意爲自由。他母親活至九十餘歲仍能做各種家事，她育有十二名子 

女，光正居第三，其餘子女皆早死。 

召光正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生於良瑞邦猛芒的萊石，後移居和榜，再移居東 

枝。他年輕時入寺爲沙彌，學揮文和牺文。 



召光正於四九年參加剛成立的靑年義勇軍；五二年，參加白旗緬共的部隊，以對抗 

當時在揮邦橫行的帕奧族叛軍。 

最初，他相信緬共的宣傅，但是他是個虔誠的佛敎徒，他因爲緬共在一九五四年在 

揮邦西部實行的土地重分配政策逐漸感到不滿。他認爲這個工作做得太早，由於揮邦土 

地還很多，而且揮邦和被緬共劃爲r富農」的山地少數民族的地主，與緬人比較，還是相 

當貧窮。他認爲這個政策使揮族人民無法團結~致，爲自由奮鬥。緬共則堅持，這不是 

揮邦自由的問題，而是解放受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工人和農民的問題。他認爲 

對揮邦大部分的村莊而言，緬共這些名詞是毫不相干的。他賺隱約約感到緬共是透過緬 

甸化的方式來強迫揮人接受共產主義。 

五六年，白旗緬共的揮族部隊分裂出來，建立揮邦共產黨，兩年後解散，緬共拒絕 

他另外成立揮邦委員會的要求，他因而與緬共決裂，決定離開緬共，不過他自始至終沒 

有參加緬共爲黨員。 

他因爲感到自己勢力太小，不足以單獨成事，於五八年在緬甸「武器換民主運動」的 

口號下，帶了四百名揮邦共產黨員向緬甸政府投降。 

同年末，他潛往泰國邊境的基地參加靑年義勇軍。五九年在攻擊泰'緬邊境的緬軍 

據點時，召光正受傷而截去一臂，故綽號爲r獨臂大盜j。六o年，他回到萊+—勞劭 



——猛拱發展靑年義勇軍的組織。 

昆加努來到萊卡重組他自己所屬的揮邦獨立軍。兩人差一點以武力相向，經過談判 

之後，他終於聯合組織了 一個組織，並取名爲揮族聯合陣線(SNULF)。這個組織政治 

方針明確，行政組織也極具效力。 

撣邦獨立軍和揮族聯合陣線派了前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賽鵰(sai pun)和昭贊良瑞率 

領的代表團到仰光。揮族代表團提出和平先決條件是政府在設立一各邦權力平等的聯邦 

政府，並承認分離權，寫入即將起草的憲法。緬甸代表提出的先決條件是在解決之前揮 

族應接受緬甸方式的社會主義綱領。揮族代表吿訴緬甸代表，緬甸方式的社會主義綱領 

不合揮族願望後，會談很快破裂。 

六四年南含坎組織揮邦軍時，召光正是參謀長。 

六七年召光正說服桑紹(sang saw)的揮邦獨立軍，和禪宋(chan sung)散田(San 

Thein)的帕奧解放軍結成聯合陣線，但是只維持了幾個月。揮邦軍分裂後，他屬於撣邦 

軍的景楝集團。 • 

六八年，召光正因爲逐漸不滿揮邦軍的靑年學生領袖的知識分子脾氣，像克欽獨立 

組織一樣，逐步靠向李文煥，從此與李文煥親密合作十八年。當時，李文煥還在揮邦的 

東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區活動。李文煥和華僑商人及財團不願看到揮邦出現統一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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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妨礙他們在揮邦的利益，從中破壞揮邦團結，所以支持召光正。次年，即六九年一 

月，召光正假裝邀請揮族軍的一些軍官開會，來後立即將他們扣留，藉口揮邦軍受到緬 

共的汚染，宣布已同索演達創立了 一個新的反共組織，即揮革命聯軍。召光正讓索演達 

當副參謀長，但是不久，又將他解職。後來，索演達在泰國淸邁過隱居生活。(麥見第六幸 

第一五八頁，第十三幸第三一三頁。) 





* r新官」昆沙 

丹陽戰後，揮邦叛軍蜂起，各路叛軍，到處強取豪奪。 

昆沙知道沒有足夠的武裝，就無法生存，更不用談作爲了。他在一九五四年，以土 

司府原有的武裝爲基礎，秘密招募另一些志同道合的揮族和漢族靑年，加以訓練。 

張繼祖活到一九六o年，七十歲時因胃病去世。張繼祖的元配李玉秀也享髙壽，因 

傷風感冒併發症去世。當時昆沙已經有了錢，儘量把喪事辦得風光，送葬的有數千人之 

多。 

他按照繼任土司的儀式，先到寺廟裏去拜佛等，舉行佛敎儀式，老百姓承認他是他 

們的官，從而擁護他，稱他爲r新官」。 

同時，昆沙也依然率領半商半軍的部隊到外地做馬幫生意。他招募了數百人，建立 

正式武裝部隊，等待時機，擴充武力。不久，他就有了一千人的武裝，這些人實際也是 

他的馬幫成員。 

*自衛隊制度 

一九六二年揮邦緬共勢力大增，緬軍傷亡甚重。緬甸政府知道非爭取揮邦民心不可， 



爲了安定地方，使當地民兵不致與叛軍和緬共合流。緬軍於六三年大規模實行自衛隊 

(KICY)制度。 

緬軍在各大城鎭駐有衛戍部隊，沿著j些公路也設有兵站，但是若沒有二百五十至 

五百名兵力護衛，不敢輕易進入山區。緬甸軍事情報局(MIA)的人員一般先派人深入這種 

地區，調査淸楚，經常在緬軍控制較弱、鴉片產量較豐和叛亂團體較多的地區，將自衛 

隊的名義頒給當地勢力較大的民兵或叛軍，其指揮權歸各地的軍事情報局掌握。 

~個團體經緬軍認可，被封爲自衛隊後，必須以緬甸政府的名義征_其他叛亂團體。 

緬甸的正規軍可以騰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來圍攻反政府的叛軍和緬共。 

叛軍也可以主動向緬軍投降，以改名自衛隊爲條件。即連最反對緬甸政府的揮邦軍 

也都可以成爲自衛隊。自衛隊覺得緬軍沒有利用價値時，也隨時叛離緬軍。 

緬甸政府對自衛隊不發經費，最多只發給幾條槍枝。當地的治安則歸自衛隊負貴。 

若有許多團體接受自衛隊封號，緬甸政府等於是在叛亂地區還有內應，表面上給人予統 

一指揮的印象。 

緬甸政府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並把臘戍、丹陽、景棟、東枝和大其力等主要商業城 

市劃爲鴉片儲存和海洛因廠的所在地。一方面是爲自己牟利，也是爲拉攏叛軍，因爲它 

知道叛軍的收入主要是靠鴉片買賣。但是它因憚於國際輿論，不好由國防軍出面運送鴉 



片，只有請自衛隊代勞。自衛隊有權利用政府控制的城鎭作爲鴉片貿易中心，主要公路 

作爲運輸鴉片和寶石的通道。 

緬甸北部各大城市還有政府正式許可的鴉片公司，須向政府繳稅。 

自衛隊向揮邦農民購買鴉片，然後將毒品護送至泰、緬邊境。小股部隊使用騾馬， 

大股部隊使用t運至大其力等地。貨一運到邊境，護送的自衛隊員就可以放鬆心情， 

享樂一番，以後的路程由泰國或寮國的政界、銀行和黑社會綜合體派人負貴O 

緬軍所封的在揮邦的自衛隊，揮人很少，漢人、佤人、拉祐人等少數民族較多，甚 

至還有印度人。緬軍利用揮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驅使其與揮族叛軍對立。 

*萊莫自衛隊 

緬甸於六二年一月十六日，由緬甸國防部長尼溫將軍下令揮邦軍區司令第六旅旅長 

貌隨上校親自出面找昆沙，要他將原有部隊改爲自衛隊。而且，他代表政府發給昆沙正 

式委任書，封他爲暖亮{萊莫}茅咱兼自衛隊隊長.，同時也提供英式步槍二十五支、士丁衝 

鋒槍兩支、三o三輕機槍一挺、兩英寸曲射砲一門，共二十九件武器，其他的經費由昆 

沙自簿。 

昆沙是以緬甸政府自衛隊名義建立自己的地方武裝，等壯大了，有了足夠條件的時 



候，才把自己的旗號打出來。成立自衛隊也是他遠程戰略的一部分。因爲在當時的情況 

之下，昆沙人和槍都不足以成氣候，如果冒然喊出反對緬甸政府的口號，是會未蒙其利 

先受其害的。 

此後昆沙親自四處奔走，八方聯絡，招降納叛，許多揮族和漢族靑年，紛紛投入他 

的麾下。他也說服許多雜牌部隊參加他的自衛隊。當過滿星叠大同中學校長，現住台灣 

桃園的段曰芬就是那時參加暖亮自衛隊的。 

昆沙本來做毒品運輸，成立自衛隊後，經費靠護運毒品維持，他本錢不夠大，無法 

買賣毒品。 

他保護商人到泰國邊界，收保護費。商人擔心被搶，才找人保護。揮邦的道路上到 

處有強盜。而且揮人有帶槍的習慣，十個、八個人，拿了槍，就可能把運送的鴉片搶掉 

了。昆沙的部隊是經過訓練，有組織的部隊，不會讓普通的土匪搶了去。他只是受委託 

保護貨物。買賣是商人的事情。商人各族人都有，只要有本錢，就可以做買賣。 

商人從北揮邦運到邊界，經過昆沙的控制區時，昆沙抽稅。 

緬甸政府還派了許多軍事敎官，協助昆沙整飭部隊，進行軍事訓練。 

昆沙經營得法，經費充足，擴軍很快，勢力也膨脹很快。不久昆沙便發展到有兩千 

多人的部隊，一時兵強馬壯，興盛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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旣然緬軍支持他，他愛打誰就打誰。不久，他就替緬甸平定了 一大批叛軍。 

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曰，他帶了一小股國民黨軍以及揮邦叛軍楊士禮、再令堯、色亮、 

波戛等二十餘人，到景棟運動場向緬甸參謀總長旺吉准將投降，旺吉還爲他們舉行了隆 

重的公開儀式，以收宣傳之效。 

*揮邦其他自衛隊 

六六年至六七年間，緬甸約發給五十個小型私人部隊執照。其中許多部隊被指定爲 

自衛隊，首先是昆沙。他的萊莫自衛隊規模最大，被緬軍任命爲非正式的揮邦自衛隊的 

總首領。 

到了一九六八年八月，緬軍宣稱揮邦內部共有I千五百名叛軍放下武器，次年又有 

八百六十三人由永廣土司麻哈散(Mahasang)率領的佤族爲主的部隊投誠。緬軍共成立 

了二十個自衛隊。 

1九七三年四月，自衛隊實行十年之後，因國際認識到自衛隊是鴉片部隊，因此向 

緬甸政府施壓而將它解散，解散時共有二十三個自衛隊，但是響應政府號召只有十九個， 

其餘都恢復反政府的行動。 

自衛隊及其隊長名稱可考者除昆沙外，還有楊金秀、羅星漢、楊士禮、波萊伍(Bolyai 



00)、陳紹武、李發明、麻哈散、艾小石、徐家駒、冒和高(saung He Gao)、賽濃(sai 

zong，印度裔)、蔣忠誠、吳忠鼎、翁敏(wun Min)、吳賢、楊博章、田子榮、王野尙ovanoq 

Ye saineT米亞克{Mee-Yak，一名賈索波 Ja So B0T波岡索90 Gang-hso)、田順 

勇{Ten seun-yong)、再令堯、色亮、波戛、邵瑟、布宗龍(Bu Chong LuangT 

昆沙當時招募來的人才中，最重要的是張蘇泉和梁仲英，他們是國民黨正規軍官， 

他們的到來，使昆沙的自衛隊從馬幫脫胎換骨，倶備了正規軍隊性質，他的部隊在揮邦 

的各幫各派中能夠愈戰愈強，這兩人功不可沒。同時也正是因爲這兩人，想當揮邦領袖 

的昆沙吸引了大批原來在揮邦內外的漢人部屬，而他也始終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藕斷絲 

連。 

*張蘇泉 

六三年五月，張蘇泉和梁仲英帶了他們自己的部下和呂漢三的部下六十餘人來投靠 

昆沙。他們因爲是國民黨軍，爲安緬軍之心，由昆沙主動獻出I部分武器。 

張蘇泉原名書全，後來自行改名蘇泉，有些人誤寫成書權。 

他於【九二六年生於遼寧省莊和縣，比昆沙年長七歲。滿州國時代遼寧叫安東省， 

國民黨光復的時候，東北劃爲九省，有安東省，但與滿州國的安東省不I樣。中共把東 



北合併爲三個省，荘和縣剌歸遼寧省。他的出生地，按國府的地理劃分是安東省莊和縣， 

按中共的劃分是遼寧省莊和縣。 

他祖先是滿州人，小時候上學是中文和日文參半。他從滿州國某軍事班畢業後，以 

私人身分從韓國去到日本。旅日時間很短。光復的時候，因地方混亂被迫停學而參加軍 

隊。 

四五至四七年他又到國民政府軍控制下的四川某軍校受訓。四九年雲南省長盧漢叛 

變投共時，他是李彌第八軍部隊的成員，後來加入李國輝麾下，隨軍入緬，那時他的階 

級是排、連長。 

他被派在李彌軍總部猛撒的指揮部。朱心I是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地位很高，他 

們只是認識，沒有直屬的關係。張蘇泉做敎官，以後做帶隊官，業務上與朱心一的接觸 

機會很少。他做到警衛團副團長，梁仲英那時是准尉。 

後來回台灣受訓，在統I軍事人員學籍的政策下，他被劃入黃堉軍校光復第二十期 

畢業。六o年，因爲他對揮邦的情形熟悉，所以又被派到揮邦去當敎官。他是一九六o 

年在台灣形式上辦了退伍才到揮邦。事實是胡璉建議，台灣組織了一支特戰隊前往泰、 

緬，協同作戰。張蘇泉和梁仲英都是這個特戰隊的成員。他們被派到總部江拉，總指揮 

是柳元麟，張蘇泉當時是中校，梁仲英則爲政H上尉。 



張蘇泉在江拉總部當敎官一年，見柳元麟沒有作爲。一九六一年，柳元麟帶領一部 

分國民黨軍撤回台灣，他和梁仲英留下，約有三百多人，正好寮國政府招兵打越南共產 

黨。張蘇泉等人是散兵游勇，生活沒有著落，他們自動去當兵，隨呂人蒙到寮國，受僱 

爲寮國僱傭軍，征剿寮共。他們被編成三個連，合起來一個營，叫一 一o特別營。 

國民黨軍被迫撤退，當局要其成員化整爲零，明示或暗示張蘇泉等人要找當地部隊 

掛單。 

當時揮邦武裝組織不多。張蘇泉調査之後發現漢族以外的部隊程度較差，語言不通， 

對未來的理想和抱負也不盡相同。他認爲，當時緬甸的各少數民族要求民族自治，如果 

參加當地民族的武裝部隊，輔助一個當地的部隊，讓它發展壯大，幫助他們爭取民族自 

決，符合當地民族的要求，則比較能取得立足之地。他們這些人有多年的軍事修養，當 

敎官比老百姓生活會好一點，當職業看待，也有發展的餘地。他經朋友輾轉介紹，認識 

昆沙，見過幾次面後，發現昆沙懂漢語，也稍懂漢文。而且昆沙具有領袖的氣質，旣有 

魄力，又敢做敢爲。揮邦當時沒有法律保障，強盜天天又殺又砍。昆沙心胸寬濶，捨得 

花錢，揮金如土，同時又是愛才如命，有點像 <水滸傳> 的宋江。而且，昆沙是中國人 

的後裔，保存澳厚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觀念，愛護華僑、華人。張蘇泉遂與梁仲英和國民 

黨官兵約五十人，一齊投奔昆沙。 



六二年，昆沙請張蘇泉做敎官。昆沙需要人來訓練部隊，管理部隊，張蘇泉就應邀 

前往。 

張蘇泉初到昆沙的自衛隊是當敎官，不分階級，因爲才能傑出，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爲昆沙所器重，倚爲左右手，任命爲參謀長，爲昆沙的最得力助手。昆沙的首任參謀 

長曹大剛也是出身國民黨軍。 

張蘇泉結婚得晚，對象是揮邦的漢人。七o年代中期張蘇泉爲了子女的敎育，將他 

的太太以難民身分送到台灣定居。當時，他在台灣還沒有退役。每個月還拿國民黨軍的 

薪水。她在台灣定居，有了戶口之後，時常回來與夫相會。他們的小孩不少，有些已經 

大學畢業了，但不常到揮邦。 

張蘇泉自視爲揮人，並使用揮名召法朗{Sao Fah Lang)簽署正式文件。我見過r 一 

九七五年揮邦軍與揮邦聯合軍和東部撣邦軍的共同提議」的英文文件，起頭是「本提議 

簽字人以揮邦人民代表的名義j，結尾是「揮邦進步黨秘書長昆龍發(Khun Loumpha， 

即昭贊良瑞的異名)、揮邦軍東部賽蛟和揮邦聯合軍參謀長召法朗J。<昆沙自傳》作召怕 

郞，說他曾與台潸合作抵抗緬共。揮語法(Fah)是天，朗(Lang)是雷霆•.許多美國人寫文 

章提到他時稱他爲Thunder Chang。 

召法朗原爲揮邦景棟一民族英雄之名。張蘇泉崇拜其人，取其名而用之。現在他在 



國際上的名氣已遠遠超過當初使用這個名字的人。(麥見第十聿第二六五頁。) 

*梁仲英 

梁仲英於一九二九年生於江蘇省下丕，相貌英俊，所以也風流自賞。他曾參加靑年 

軍，是李國輝的舊部。他撤軍至台後，進入台灣鳳山陸軍官校受訓，受過特種作戰及政 

治作戰的訓練，是黃埔軍校在台復校的第一期學生。不久他又奉命赴緬甸，後來又隨國 

民黨軍到了寮國。他長於組織謀略，是後來見重於昆沙的原因。 

梁仲英在作戰方面也一直擔任僅次於昆沙本人的重要任務。(注I) 

♦緬甸式社會主義 

尼溫對揮邦失控的最大原因，是他實行了「緬甸式社會主義」。他除了手創緬甸社會 

主義綱領黨(BSPP)之外，還禁止緬甸所有其他政黨活動。又於一九六三年頒布國有化 

法，一九六四年頒布經濟保護法，廢止大票額的百元和五十元的紙幣，使不信任銀行、 

家裏保存大量大票面現金的華僑，損失慘重。華僑不敢將大票額的紙幣換成如四十九元 

的紙幣，因爲逃稅致富的奸商受罰更重。以後他又有第二次貨幣改革，更使民不聊生。 

I九六七年，仰光又有政府發動的反華示威，華僑走投無路，參加緬共者甚衆。 



七四年，他提出一黨專政新憲法，舉行嚴格監督的全國投票，核可他的r緬甸式社 

會主義」。 

他把緬甸變成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國家。他發布的一系列經濟政策，破壞了緬甸的 

外貿和經濟，導致國內經濟全面崩潰，消費品短缺。緬甸各大城市出售的所有消費品都 

是靠騾子從泰國走私入境。 

緬甸的經濟寅際變成黑市經濟。緬甸出口玉石和寶石、古董、漆器、木材和如默皮、 

獸角、象牙等稀有物以及辣椒、大蒜、豆類等食物，另外還有最大宗的就是鴉片。進口 

則是電器、工具、食品、衣服、牙胥、牙刷、衛生紙、洗衣粉和塑料品。輸入國以泰國 

最重要。揮邦和泰國邊境這一大片土地是維繫緬甸經濟的重要通道。 

最初，他的政策只在下湎執行，對揮邦經濟尙無影響。但是，未隔多久，終於把下 

緬S行的社會主義推廣到揮邦來了。 

緬句爲支付大量日常消費品的費用，除大量輸出鴉片之外，事實上也別無他途。因 

此它對國際上嚴禁鴉片的呼籲，也只能充耳不聞。鴉片成了這個國家最値錢的外銷商品， 

如果沒有鴉片，消費品經濟會完全陷於停頓。 

尼溫政變之後，不但廢除學校裏的揮文，甚至大學暑期的揮文補習也加以禁止。 

緬甸軍事情報處到處佈有眼線，可以隨意捕人和加以拷打，對思想有問題的人更加 



嚴厲，常常是即時處決，而且不對外宣布。 

*撣聯軍 

一九六四年昆沙下令在萊莫地區設立數間醫院，免費爲百姓戒毒•，同時他又在萊莫 

設立數十間揮、中、英文學校。他衝破重重阻力，在丹陽創辦了萊莫中文中學。但是他 

剛建立的學校很快被關閉，昆沙自己和屬下很多百姓的財產都被沒收。 

1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昆沙在邦擺秘密成立十四人的緊急中央革命委員會，並組 

織反社會主義聯軍，號召所有揮邦部隊團結起來反對奈溫政府。昆沙的六叔昆相(張秉 

雲)已離開仰光的技術學院，投奔昆沙，參加昆沙的組織。 

張秉雲洋名羅納德(Ronaldr生於萊莫，入臘戍和眉苗的敎會學校，然後進仰光技術 

學院三年，通英文，是張家受過最高敎育之人。妻子姓楊。據《意目> 所載，他生有四 

個男兒，依次爲洪福、增福、添福、旺福，獨女名玉明。昆相只比昆沙年長幾歲，人稱 

「六叔」。平時神出鬼沒，故很少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 

梁仲英擔任揮聯軍幹校總敎官，又一手創立揮邦聯合軍政戰制度。 

六四年，昆沙放棄臘戍和丹陽的基地，而將總部遷至佤邦內部盛產鴉片的永廣，而 

建立了他的鴉片王國。他統治滾弄兩年，他的鐵腕作風，贏得了fs,族的尊敬。他建造一 



座簡單的提煉廠，可以把生鴉片製成嗎啡磚。當時，這種提煉廠還是非常罕見。 

昆沙的部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已發展成一支兩千多名裝備精良的軍隊。 

六六年他將他的部隊改名爲撣聯軍{撣邦革命軍，SUA)，所以稱爲聯軍，可能是萊莫 

自衛隊與{張蘇泉所代表的)原國民黨軍的聯合。 

•波德文背叛昆沙 

在丹陽與波蒙共同作戰的撣族英雄波德文被緬軍打敗之後，向南逃到泰、緬邊境。 

他開始與靑年義勇軍內部的學生一起合作。但是他畢竟是沒有受過敎育，所以久而 

久之也與靑年義勇軍的領袖索演達一樣對學生產生不滿。他後來帶領部隊，與相同想法 

的游搫領袖脫離靑年義勇軍，另外組織撣邦獨立軍，一九六三年揮邦獨立軍地位穩固之 

後，他個人又與猛亞出身的揮邦獨立軍地區指揮官鬧翻。波德文脫離揮邦獨立軍，留在 

永廣，安頓他的家人。他與索演達、學生或波蒙部隊斷絕聯繫之後，有被遺棄之感，只 

能在孤立中自求生存。他在永發住了一年之後，回到原來活動的地方如丹陽、萊莫等許 

多城鎭來收集他的舊部——K中很多已經變成爲非作歹的強盜——和散兵游勇，加以重 

新整頓，逐步鞏固了他的團體。他以這些人爲基礎，人像滾雪球那樣愈來愈多。開始時 

只有兩、三百人左右，後來超過兩千多人。他的財力能夠装備上千人，除此，還有上千 



人沒有武裝，以武力稱霸萊莫附近的猛亞地區。然後，他的勢力範圍擴大包含了興威和 

猛亞以至中國邊界。 

他的部下組織極爲鬆散，他只是把不滿反抗軍中學生組織派別的團體集中起來而 

已。 

他不設基地，部隊是移動的，隨著策略的改變，經常移動，事實上與流寇相差無幾。 

當時，撣邦有許多派別，每一個派別都想支配其他的派別。他沒有與其他的組織掛 

鈎，企圚保持自己組織軍隊在各城鎭的獨立性。他的組織終於演變成揮邦各團體中之最 

強者。 

他於一九六四年在萊瓦組織團體，打出旗號，叫撣族團結組織(SNUO)，他自稱皇帝， 

叫昆貨坎。 

同年他來到南揮邦的泰、緬邊境，即景棟地區，先找到昆相，準備與昆沙聯繫共同 

反對緬甸的工作。當時昆沙在景楝地區沒有地盤。他見了昆沙，吿訴昆沙說，應立即毫 

無顧忌地放手大幹。昆沙則想先做生意賺錢，購買武器和軍事裝備，然後再打緬甸人。 

最後，他反被昆沙說服，接受昆沙的條件，決定合作，於次年再度起義反緬。昆沙的兵 

力比他少，波德文在兩人中略居優勢。兩人的部隊決定暗地合併，但是表面上仍然維持 

各自不同的旗號。 



他們首先與運貨必經之地景棟的揮族軍領袖聯絡。他們吃過國民黨軍的虧，認爲國 

民黨軍欺負他們。於是計劃在緬甸不知情的情況下，由昆沙負黄籌錢買武器和裝備，答 

應提供波德文一千支武器和彈藥，而波德文則到泰國邊境，要求泰國當局在泰國境內建 

立軍事基地，然後與泰國當局合作商業活動。 

波徳文在一九六四年到泰國的滿星疊，當時滿星叠還沒有部隊駐守那裏。波德文把 

它作爲生意和軍事的據點。昆沙則回到萊莫。 

波德文留在泰國，四、五個月後，昆沙從萊莫帶了四千多人，槍一百多支，運送大 

批鴉片，南下滿星叠。他們沿途運送，有幾段路還是用卡車裝運的。昆沙運的那批鴉片 

値幾十萬美金，但主要是一些其他商人的貨——約占百分之八十，自己只有百分之二十 

的貨。他們到達泰、緬邊境，準備抽取其他商人的護運費。他準備把自己的鴉片出售， 

加上抽取的運費，來購買武器，裝備他的部隊。 

李文煥看到昆沙的勢力渐大，影響到他們在揮邦北部的毒品利益，乃從中挑撥波德 

文。他聯合段希文用三十萬塊錢事先收買波德文，又用同樣手法買通昆沙陣營的召阿塊 

和召再乃的部隊。波德文與召阿坎等人帶了一千多人叛離昆沙。波德文與泰國政府聯繫， 

向泰國政府吿密說，有鴉片秘密運到泰國境內出售，泰國政府於是把邊界都封鎖。昆沙 

護送的武裝人數不多，路上足夠打土匪強盜，但是無法對付泰國的國防軍。所以昆沙運 



送的毒品，還沒有運到泰、緬邊境，已經無法前進。他只有叫那此一商人找與泰國關係較 

好，而且有足夠武裝的李文煥繼續護運過境，讓李文煥去向商人抽取運費了。 

昆沙的損失不僅僅是喪失運費，波德文於十一月七曰帶領泰國邊警攻打昆沙在滿星 

疊附近相宰的補給處，昆沙存在那裏的鸦片、糧食、藥材和武器彈藥全部被搶。 

波徳文只與昆沙短暫交鋒，帶了擄掠貨物，不敢在泰國的滿星叠久留，因爲他怕泰 

國政府以久留泰國不走和庇護昆沙理由抓他。所以他也立即帶了二百人，逃回揮邦北部 

的老巢，那裏還有他的大批部隊據守。 

泰國是不接納緬甸的自衛隊的。昆沙弗法進入泰國，來去匆匆，在極短的時間內離 

去。波德文的叛變，把昆沙的計剷整個打亂了。 

二十八年後，我問波德文，那時爲什麽要向泰國吿密，出賣自己同志的利益，他答 

說，他看到昆沙始終不肯打緬甸人，誤會昆沙與緬甸人有秘密勾結，所以先下手爲強。 

昆沙下面的人見昆沙失敗，紛紛離去，有時一個晚上走了兩百人。由昆相領導的軍 

隊，只剩下五、六百人。昆沙人員與錢財損失無算。 

波德文戰敗，離開丹陽，於次年七月投降緬軍。與緬軍合伙做了一、二年生意。 

後再回到叢林。 

昆沙也在那一年投降緬軍，回緬甸繼續當萊莫自衛隊長，對波德文的出賣自己， 

愈 然 



想愈氣，於！九六六年左右出兵攻打波德文，彼此交鋒多次，以昆沙爲中心的揮邦局部 

團結也歸煙消雲散。 

昆沙與緬甸聯手反擊。以後，兩人之間打了很多仗，昆沙站在緬甸的一邊，而波德 

文站在敵對的一邊。波德文被打敗，必須逃出揮邦，再度回到泰國，住在泰緬邊境附近。 

昆沙繼續爲緬軍效命。他受到挫折太大，遷怒別人，借緬軍之力，四處追打掸族各 

派叛軍。昆沙爲報仇，首先就攻打庇護過波德文的任何部隊。他把收容波德文的波索堅 

{Bo Hso-gyam)所指揮的靑年義勇軍打得落花流水。揮邦進入混戰。 

昆沙又打揮邦軍、波蒙的部隊和揮族軍。揮族軍領袖不敵，於一九六六年逃往泰國 

避難。波德文於六六、六七年又到景棟，再度被昆沙打敗，逃到泰國，爲李文煥出賣， 

走投無路，向緬軍投降。 

昆沙在這次的大混戰中，差不多每戰必捷，使他信心大增。他遂決定向李文煥和段 

希文的獨佔泰、緬邊境的鴉片企業挑戰。(麥見第四幸第一二五頁，第十一章第二九二S。) 

注I:梁件英在桿邦三十多年未曾回台，但是他的家人定期到緬甸或泰國與他相聚。一九七九年夏初，他的 

年逾九十的老母-兄弟姐妹十餘人，遠自江蘇老家來到賀蒙與他短聚。他的長女也自台大畢業。台灣 

當局則1A官餉他的家人，一九八九年台灣因他滿六十歲，爲他辦理退休，官*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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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俊國 

馬俊國出身黃埔十四期。一九五四年當中共和緬甸聯軍進攻猛撒時，他正在fE邦北 

部，沒有受到影響。六一年第二次撤退時，他沒有公開反對，巧妙脫身，繼續留在揮邦。 

美國中央情報局不願輕易放棄對中共的圍堵，決定採取較低的姿態，繼續支持國民 

黨殘軍的秘密行動，將—的通訊器材，供給馬俊國組織獨立第一師。 

馬俊國的基地開始設在靠近中、緬邊境的孟勇，屬下有許多小型的特遣隊，大部分 

是由當地土著如佤人和揮邦村民所組成，他們是以馬幫的姿態，進行跨界情報捜集和游 

擊式的暗中破壞活動。他有了這套現代的電子通訊器材後，工作進行順利。有時只要裝 

上竊聽器，就可以取得所需的資料。同時，他爲了對中國進行心戰，計劃建立一個強力 

的廣播電台，向雲南、貴州、廣西各省廣播。 

經過三年多的努力，馬俊國有了相當的成就，他一共建立了八個基地：第一個設在 

泰、緬邊境的唐窩的總部，與李文煥的三軍總部爲鄰；第二個基地在寮國的最北部，直 

逼雲南內地：第三和第四個基地設在孟勇和孟威，是揮邦的入口：第五個基地設在孟卡 

北部的高山：第六個基地設在孟黑•，第七個基地設在佤邦的滾弄，由邵敦松上校指揮•- 

第八個基地設在薩爾溫江東岸，靠近丹陽。每一個基地多有二至四百名士兵防守。八個 



基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情報指揮和收集中心。另外，他還有一個較小的秘密基地，設在 

佤邦邊緣的南大河。他的監聽站也成爲李文煥和段希文鴉片貿易的聯絡站。 

*威廉.楊 

美國傳敎士哈羅德•楊(Harold Young}在揮邦拉祜族住區傳敎多年，深得當地居民 

尊敬。他雇用受過英國敎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爲英國軍捜集情報的吳巴天{ucoa 

Thein)組織拉祜族的基督徒，前往中國大陸捜集情報。吳巴天派了 一批拉祐人到淸邁， 

向威廉•楊的兒子哥頓•楊{Gordon Young)學習無線電通訊操作和機器修理的訓練。訓 

練完畢，把這些拉祜人送回山區，將情報傳到淸邁，由哥頓將拉祜語譯成英文，交給美 

國駐淸邁副領事。 

吳巴天爲美國做情報是其手段，他的主要志業是煽動揮邦革命。一九五八年一月緬 

甸懷疑他的動機，他偷了政府一大筆退休金，由哈羅德•楊家族協助逃往泰國邊境，轉 

往寮國，與寮國的拉提功將軍的鴉片和軍火貿易勾結，爲靑年義勇軍購買武器。吳巴天 

與召牙坎脫離靑年義勇軍，另在景棟組織揮族軍。 

哥頓的一個兒子威廉.楊從小在山區長大，懂數種少數民族語言。返美受完敎育後， 

由其父親推薦，回到山區爲中情局工作。他是中情局最有效率的情報員，從一九六二年 



起，他與國民黨軍合作，在揮邦開設三個大竊聽站，由拉祜族人管理，收集中國大陸的 

情報。越界巡邏隊和其他的情報收集活動I直繼續到一九七一年，持續長達八年才由尼 

克森總統下令停止。 

•李文煥 

李文煥是雲南鎭康鄕鄕長，鄕長等於揮邦的茅咱；他二十五歲時，兼任鎭康保安隊 

隊長，保安隊等於自衛隊。故他的出身與昆沙極爲相似。 

對曰抗戰期間，雲南省主席龍雲派李文煥率領一小隊士兵，前往佤邦任副指揮官， 

建立基地。李文煥業餘仿照馬幫，穿梭於中、泰、緬、寮邊界做鸦片生意。隨著他的生 

意擴充，他的人員也逐漸增加。一年後，國民黨中央軍將龍雲的部隊繳械，龍雲被捕， 

李文煥也受到通緝。通辑令取消後，李文煥回雲南與土共周旋。 

四九年，共軍進入雲南，李文煥率保安隊五百多人一面抵抗，一面退入果敢。國民 

黨軍與緬軍大其力之戰，雲南十二土司來歸，李文煥就是其中之一。他率軍爲李國輝解 

圍。後來他又幾次突擊進入雲南鎭康，配合李國輝軍反攻雲南。 

李彌到猛撤，發表李文煥爲游擊八縱隊司令。不久，八縱隊改爲第十三師，李文煥 

任師長。柳元麟在猛巴寮繼李彌任總指揮，改組國民黨軍隊，升李文煥爲第三軍軍長。 



國民黨軍第一次撤台，他率部回到他在佤邦的老營地。 

五五年，一位中緬邊境的年輕揮族小頭目，因爲怕國民黨軍撤退後，中共軍會乘虛 

而入，率領他自己的揮人部隊到佤邦與李文煥會合。李文煥將這支揮族部隊改爲警衛營， 

仍由那位頭目擔任指揮官。這位撣族人去台灣後，李文煥就接掌了這支揮族部隊。他巧 

妙地利用了那位揮族人的地位，與揮族和佤族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部隊逐漸壯大。此後， 

他在佤邦安居，鼓勵士兵開墾土地，種植作物，以求自力更生。佤邦當地的部隊如波萊 

伍(Bo Lai 00)的軍隊也與第三軍合作無間。 

六二年，國民黨軍第二次撤台時，李文煥一度斷絕經援。他將部隊化整爲零，向北 

撤退。他在猛髙成立指揮所，由副軍長景壽頡任指揮官，下轄兩個師和兩個團，駐果敢 

一帶。他在佤邦通向外面的據點猛硏商業區也有據點。 

李文煥把第三軍的軍事訓練和作戰方面的任務，全權委托黃埔出身的景壽頡，他自 

己全力解決糧食和補給問題。 

國民黨被迫自緬甸撤退時，李文煥早已見機把眷屬移到泰國淸邁，住入已建好的豪 

華住宅。所以三軍一千四百多人一進入泰國，遇到第一個村落唐窩，就安營紮寨，自己 

則騎馬回淸邁的家。 

唐窩位於泰緬邊境，屬泰國淸邁府芳縣淸萊西方五十英里，海拔在二千公尺以上。 



唐窩的唯一對外通道是夾在兩座山峰之間的一條狹長的峽谷，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峽谷盡處是圓形的盆地，四周連綿山嵐，構成天然屛障。 

總部辦公室是在谷內小山丘上，軍長辦公室的隔壁是倉庫和會議室。下面是訓練場 

地。從山丘俯瞰，盆地各處一覽無遺。營地佔地二平方公里，周圍到處是障礙物，其外 

是官兵眷屬的住宅區。住宅區內有各種商店。 

山谷周圍的叢林裹有一些竹屋，住戶爲第三軍所保護的揮邦軍官兵。叢林中有很多 

配有新式武器和無線電的巡邏隊來回走動。 

第三軍官兵發展到一萬二千人左右，加上眷屬和難民，至少有兩萬人。 

第三軍主力雖然撤至唐窩，但是他的零星部隊還分散佤邦等地盤踞。 

李文煥在無戰事的時候，把各駐地官兵全變成農民，投入生產。在猛高和猛硏等地， 

他把軍需處變成公司組織，收購山區的玉石、茶葉和鴉片等運到泰國和其他地方販賣。 

因爲他有武力保護，故能在那各種勢力互鬪的地區通行無阻運輸貨物。他挑選佤族和漢 

族精壯靑年，帶最精良的武器，專做護運工作，後來其他走私商人，見他的團勢力大， 

也加入隨團行動。 

李文煥後來也成立部隊專門替別人護運。這種護運收費約爲貨物價値的二分之一， 

因爲它連帶有貨物保險。護運與其他馬幫和黑社會之間有利益衝突，故時常發生事故。 



同時，凡是富饒之區，他們也派兵前去駐紮，一方面設立各種徵稅的名目來獲得糧 

食，另一方面也自己佔地墾殖。 

李文煥的第三軍開始搶奪馬幫的生意，他們的活動範圍從佤邦到泰國夜柿，長達千 

餘里，極盛時期，他控制了約揮邦的三分之一的土地。他做得非常成功，保護的範圍也 

擴大了，以後第三軍也順便攜帶貨品，運到異地出售。第三軍的收入增加，士兵的生活 

也改善了。他派人到泰、緬、寮，甚至印尼和越南購買武器裝備，使他的部隊現代化。 

第三軍的迅速壯大與這項業務有關。他的部隊實質上已是馬幫。 

從一九五九年揮邦起義以後，揮邦陷入混亂，李文煥的部隊是除緬軍以外，唯一在 

揮邦有強大組織的勢力。因此，他能夠操縱揮族的各種部隊和叛軍領袖來增進他的利益， 

首先是鴉片和海洛因、武器和彈藥，然後是其他走私品。緬甸政府實行社會主義，物質 

缺乏之後，他更是獨霸黑市市場。緬軍實行自衛隊，因各部隊需要武器和彈藥以及提煉 

海洛因的設備和進入市場的途徑，都需求助於他。他提高賣方和買方以及儲存和運輸服 

務的各種收费。 

六四年良瑞土司趙瑞泰夫人(M ahadevi)南含坎帶了人到唐窩開會，李文煥當時有五 

千人，準備與她聯合。她打算把這批軍隊帶到佤邦去運鴉片。用槍換鴉片，I支槍可以 

換五公斤的鴉片。那時佤邦受波蒙控制，槍枝備感缺乏。李文煥自取自賣，賺了數百萬， 



南含坎姶終蒙在鼓裏。 

李文煥於一九六九年末企圚在揮邦軍控制的領土內設立無線電聯絡站時，與揮邦軍 

在三個月內，打了一系列的小型戰爭。 

李文煥的鴉片買賣只從佤邦運到泰國邊境，他沒有到處向揮邦收購鴉片。他在佤邦 

的勢力一直到七o年代初，緬共席捲中、揮邊境，才被淸除。 

一九六六年，克欽獨立組織在李文煥的總部唐窩附近設立了一個聯絡處，其主席趙 

湘也正式參加了台灣贊助的世界反共聯盟大會，一九七三年他到台北參加世界反共聯盟 

大會。另外，還有如波岡索、邵瑟、桑紹等人的漢族或揮族的團體也在李文煥的庇護下， 

從事經商或革命的活動。 

楊振聲的果敢革命軍、揮邦軍和帕奧軍的總部都集中在唐fs附近，李文煥監視下的 

幾個山頭。 

*召光正 

與李文煥關係最深的揮邦叛軍領袖是召光正。召光正的揮革命聯軍總部秉龍在泰國 

境內靠近緬甸邊境的山區，事實上是在唐窝附近。李文煥的商隊經常打著召光正的揮革 

命聯軍的旗號橫行揮邦無阻，七四至七五年間揮革命聯軍已從一千人增到四千二百人。 



六九年末，李文煥企圖在揮邦軍控制的領土內建立無線電站時，雙方發生了長達三 

個多月的戰爭。這次交鋒，召光正的揮革命聯軍袒護李文煥。 

國民黨和揮革命聯軍及其家族住在邊境兩旁山區村莊，圍繞著秉龍市鎭，市場擠滿 

了數百商人和穿著各色各樣服裝的少數民族部落村民，市景繁榮。 

召光正二十年來採取堅決反共和擁護佛敎的立場。他於七二年與揮邦軍時常在鴉片 

和寶石的走私道上發生衝突，最後打了一場短暫而死傷慘重的戰爭之後，他只剩下三百 

人的部隊在他善打游擊戰的副將召幹杰(sao Kan Zurt牽領下，回到常駐的萊卡山上舊 

據點。 

召光正和李文煥庇護下的其他撣邦叛軍的營地門口，都有泰國警察嚴密防守，他們 

的部隊每次進出都需通知泰國當局。即使這些營地內的活動都受到嚴密監視。 

但是泰國當局從不干涉它們的鴉片商隊的行動。雖然外國新聞記者會被擋駕，但是 

淸邁的鴉片買主卻可以隨意進出。 

李文煥資助若干小型的揮邦革命圑體，是爲了分散緬軍的注意力。他乘牺軍手忙脚 

亂，疲於奔命時，長驅直入揮邦，運輸貨物。一九六七年於班關與昆沙交手之後，李文 

煥在其近乎獨霸的泰、緬邊境控制區內，已明令禁止各派馬幫驅使超過一百匹騾的大型 

商隊進入泰國。(麥見第四幸第一二九頁.第十三章第三一三頁。) 



李文煥坐鎭淸邁，派人到揮邦向華裔獨立商人購買生鴉片，然後安排自己的馬隊或 

利用叛軍部隊運輸，同時也以高價請來化學師，製成上等鴉片。除鴉片外，他也兼營玉 

石，並在唐窩大量種植荔枝。 

李文煥在唐«、淸邁、曼谷 '台灣、美國都有房子，而且來去自如。 

美國國會記錄燒毒一幕，顯示李文煥厲害到甚至也把美國政府玩弄於股掌之間。 

1九七二年三月，由美國禁毒局代表主持，在美國的電視攝影機面前，李文煥的部 

隊交出一百匹驟子載運的鴉片，並公開演說鴉片之害，表示他從此將從鸦片行業退休， 

全心全意做货石商人。鴉片下騾之後，澆上汽油，泰國軍官點上火，立即成了熊熊之火， 

二十六噸鴉片付之一炬。泰國軍官付給李文煥一百八十五萬美元，算是他最後一匹鴉片 

運貨。這時突然又神秘出現了第二十七噸的鴉片，因它不在原議之內，議價出售之後， 

也一起焚化。 

這r第二十七噸」的隱喩^水遠買不完)在美國國會一九七五年討論揮邦叛軍批發鴉片 

提案時不斷出現。 

這次表演，後來證明是I場假戲。 



味 

當時在場的人已私下議論■»燒毀的東西發出黃豆和香蕉的香味，而非鴉片的刺典焦 

四個月後，<華盛頓郵報》的專棚作家從別處得到消息，說11十六噸鴉片中只有五噸 

是眞鴉片，其餘二十一噸是「草料、其他植物性物質、化學品」。 

*段希文 

段希文略比李文煥年輕。他是雲南宜良縣人，父親段克昌爲中華民國監察委員。他 

生於一九一 1年十月二曰，畢業於雲南講武學堂(中央軍校昆明分校)第十九期步兵科， 

抗戰時因功升至五六軍師長。先娶雲南土司刀棟材的侄女爲妻，但元配和五個孩子全都 

留在雲南，失去聯絡，後來在寮國萬田地區，續娶泰勒族(北泰族)少女蘭茵爲妻。 

他在抗戰勝利後，任漢口警備少將司令官職，後因共軍勢大，退入廣西。四九年自 

廣西南部突圍，歷經險阻，抵達香港，與李彌聯繫。同年秋，轉曼谷，受命出任滇黔綏 

靖公署第四軍政區司令，未到職，李彌將他留在曼谷襄佐機要。五一年秋始從曼谷到邦 

八千任第四期第一大隊長。 

1九五二年李彌任他爲幹訓團大隊長。次年，他率幹訓團學員八百人與緬軍展開生 

死戰，獲全勝。五四年任第五軍軍長。他參加五o年代台灣和美國支持的反攻雲南的戰 



役。 

彭帕契地近泰國，交通方便，容易獲得補給，是李彌回台之前建立的基地，原來計 

劃作爲猛撒失陷後的總部。李彌回台時，把彭帕契交給段希文防守。一九六一年，國民 

黨軍第二次撤退，彭帕契總部被炸，段希文先派幾個小隊到泰北，査看何處可以安頓。 

先遣隊在猛安構築營寨，派人迎接大軍。兩星期後，大軍到美斯樂時，住在猛安的先遣 

隊員卻全員病倒了，臨時決定留在美斯樂——淸萊西北方三十英里，他向乃炮借爲第五 

軍駐地。 

美斯樂在泰、緬邊境附近的泰境內海拔二千公尺，原爲僳僳族的小村落，只有幾戶 

人家，但是地勢居高臨下，扼住群山隘口。 

五軍初到美斯樂有一千八百多人。初期的編制是副軍長李黎明、第十三師師長趙有 

弼、第十四師師長朱鴻源、第十五師師長楊一波，軍部參謀楊國光。 

段希文在美斯樂建築數棟木造大營房，可容一千五百人。山丘下還有二百多楝竹屋， 

供宫兵眷屬二千五百人居住，建立了一個自立村。泰國政府於八o年正式將美斯樂改名 

爲和平山(santhi Kiri)，但是人們還是稱它爲美斯樂。 

段希文還建了一所學校，請念過高中的士兵擔任敎員，此即興華中學的前身。 

營區對面的山坡，士兵開鼸爲梯田，土地不肥，出產糧食不夠官兵食用。他實行屯 



墾政策。初到美斯樂時，軍人生活極爲艱苦，部隊幾乎解體，有一部分改投第三軍。段 

希文以職業軍人作風，注重爲台灣和美國收集情報，但他也參與走私鴉片。 

<異域烽火續集> 說段希文拒收鴉片商人每年四十萬美元的保護费，但正當商人還 

是籌了十六萬美元作爲他的軍費，把五軍救活，不過r由緬甸各地流入美斯樂地區的鴉 

片，最保守的估計也有四十噸，流入其他游擊地區的不在少數。」 

關於掃除煙毒的事件，同書敍述如下：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晚，美斯樂宣布戒嚴，九,a以後，街上各通衢要道邾封鎖 

了，在外圍的兩個師也以行動配合。十六日清展六點，第十三師綷長趙有弼的部 

隊各就各位，便對事先調査好的煙商採取行動。行動中發生搶戦，死傷數人，但 

是沒收鴉片十八噸，海洛因也相當多。段決定將這些毒品呈報上缴國際戒毒委員 

會，事後五軍得到一百萬美元的奬金。 

1九六三年二月緬甸宣布實行緬甸式社會主義，沒收中農以上的財產，商人遭遇更 

壞，華備頓時陷入困境。原來集中在大其力的鴉片商人和華僑商人，於二月二十一日起 

收拾貨物、資金轉移到美斯樂。那時，美斯樂滿街是腰纏萬貫的巨賈。房租和糧食暴漲 



數倍。冷淸的小街一下子熱鬧起來。其中也來了一些鴉片商販，他們都自備武力，其武 

器比五軍更精良，因其人數較少，段希文把他們緻械，不但解除危險，而且也補充了自 

己部隊的武器彈藥。同時，糧食也有了著落，士氣也跟著提高，逃亡的風氣也止住了。 

由美國中情局威廉•楊輔助下國民黨的最後一次反攻大陸，越界出擊中國是在一九 

六六年九月，由段希文的四百部隊主導。這些部隊於一九六七年初進入中國，很快被逐 

回揮邦，死傷八十人。 

1九七五年美國國會聽證會提交書面報吿的詹姆斯•亞力山大•漢米爾頓Carnes 

Alexander Hamilton)博士，在他的「根除罌粟種植可行性硏究J中提到泰國受到美國 

和國際壓力，「勸說李將軍和段將軍應大幅度減少(膜片)大規模運轍到達邊界和跨越邊界 

的活動。美國付出巨款推動，(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遵守的。」 

美斯樂和國民黨軍的其他基地都有海洛因廠。段希文約於I九六O年台灣中斷支援 

時，才進入鴉片買賣的。此後變成穩定的鴉片商人，並派人直接到北揮邦的鴉片重要集 

中地運貨。 

段希文於一九六七年吿訴一位英國的新聞記者說：「我們是出於不得已才不顧法律 

的。我們與鴉片發生關係的原因在此。我們必須要攻共產主義之惡。要打仗就必須有軍 



隊，軍隊要有槍，買槍需要錢。在這個山區裏，唯一的錢就是鴉片。」(rrses-em/ 

Ts:^屢»•二967/3/3 

一九九o年七月十四日我在泰北夜柿訪問楊國光。他提及一對法國夫婦(即 <第二次 

鴉片戰爭> 的作者亩金小姐帶來，再三要求見段希文。段希文不喜法國人，只允見五分 

鐘。但是他的訪問錄影後，剪裁時與鴉片並列，蔣經國看到紀錄片後大怒。段希文因此 

不見諒蔣經國甚久。 

但是，段希文善外交，與泰國高級官員建立友誼。但是他難容人才，例如被他逼走 

的朱鴻源師長，爲李文煥收留和重用，立了很多汗馬功勞。 

美斯樂也與一些揮邦的叛軍部隊例如興威地區的揮族游擊隊首領波旭(Bo Hsu¥ 

掛鉤。 

*挑戰鴉片額權 

緬甸政府爲了維持揮邦安定，防止緬共進攻，對昆沙和揮邦的其他幫派放寬條件， 

再度招降。緬甸政府的說詞是緬、揮是兄弟之邦，應先一致對付唯中共馬首是瞻的緬共， 

至於緬、揮矛盾可以和平解決。 



昆沙也因波德文等人出賣事件而一時感到心灰意冷。一九六五itHS，昆沙再度歸順 

緬甸政府，恢復緬甸政府承認的自衛隊長地位。當時揮邦各派都在做鴉片買寶。但是， 

支配揮邦鴉片貿易的是國民黨駐泰國的殘軍——三軍李文煥和五軍段希文。昆沙想大做 

一票，購買武器，壯大武力。 

一位夜柿的華裔商人與昆沙談妥，請他將貨物運到寮國的回寨，霣與寮國強人拉提 

功將軍在那裏所設的海洛因廠。 

一九六五年三月美軍登陸峴港，以後它又不斷增兵，愈陷愈深，終至無法自拔。拉 

提功見機，從香港請來潮州師傅，煉製優質的四號海洛因，與腐敗的南越官員勾結，向 

苦悶的駐越美軍廉價傾銷，美軍吸毒者日增，海洛因的需求也跟著增加。 

I九六七年初，昆沙差不多把揮邦北部和佤邦的生鴉片通通買光，共一萬六千公斤。 

昆沙按當時淸邁的生鴉片的批發價計算，價値約五十萬美元，可以買一千支卡賓槍，並 

將部隊從兩千人擴充到三千人。這消息很快透過國民黨軍馬俊國的精密通訊系統傅到 

三、五軍總部。 

二月，昆沙要求三、五軍護送的商團經過昆沙的控制區時，也需像他的部隊護送的 

商團通過泰緬邊境時一樣，向他繳納過境稅。這無異是向三、五軍宣戰。 

六月他派張蘇泉帶領七百多名士兵，七百多匹騾馬和七十支槍，從滾弄出發，前往 



*芳縣會議 

I九六七年六月馬俊國帶著駐守佤邦滾弄的邵敦松先到唐窩。次日，段希文帶了李 

登和一小隊保鑣匆忙趕到。李文煥與段希文、馬俊國I向面和心不和，但見兩人都移樽 

就敎，不免感動。 

著名的芳縣會議於焉開幕。 

邵敦松先報吿他的情報，並說，昆沙通過他的領地時拒付關卡稅。他因衆寡懸殊， 

不敢攔截。 

他們認爲昆沙是向他們十五年來在揮邦的鴉片霸權挑戰，而且如果昆沙軍擴充到三 

千人時，則與他們聯軍的三千二百人不分上下了，因此他們決定由段希文任總指揮，組 

織I千四百人聯軍，帶著無後座力砲，準備I舉殲滅昆沙。 

*班關之戰 

昆沙所運的鴉片得到緬甸政府的許可，緬甸政府也發了通行證。一部分的路程是使 

用車輛，經過公路。 



班關戰爭形勢 

圖例 

軍隊陸地移動 

飛機移動 

昆沙軍 

a飛機*陸點 

- 道路 

-國界 

▲ 國民黨軍 



昆沙的這個本世紀最大商隊驮著沉重鴉片的騾馬，在雨季的泥濘中緩緩南行，從丹 

陽等地來的小商團，陸續加入，行列愈來愈大，到景棟時，騾隊沿著山脊行進，一字長 

蛇，長達一英里以上。 

段希文派楊新植帶了八百人到景棟市之東圍擊張蘇泉軍的主力，昆沙的後援軍趕 

到，鴉片安全脫圍，抵達緬、泰、寮三國交界湄公河岸的寮境小村莊班關。 

現在泰國掛r金三角」牌坊正中間的湄公河的那邊，可以看到的村子就是班關。 

張蘇泉通知班關小學校長將有戰事。那位校長一邊報吿駐在不遠處的寮軍，一邊協 

助當地二十餘家的村民將所有財物搬過湄公河，避入泰境。 

班關是從森林淸理出來的荒村，只有幾間r干欄」(東南亞地區的脫離地面的高架建 

築}和彎曲的泥灌小徑。 

木材廠是唯一較大的空地，露天儲木場將森林分成兩半，旁邊有砂土河岸直通湄公 

河。張蘇泉決定在此堅守。他利用木材築成圓形的擋牆，同時派出馬隊到鄰村，尋找船 

隻。六月二十六日，段希文率兵趕到，兩軍展開遭遇戰。昆沙電令他留守各地的部隊， 

原地不動。段希文又令美斯樂加派數百名援軍，於二十九日兩面夾攻張蘇泉的防寨。 

雙方都出動o•五o口徑機關槍、六o毫米迫擊砲和五十七毫米無後座力來福槍， 

戰事非常激烈。砲聲隆隆，聲聞敫里，激戰四日。 



拉提功先是倉皇失措，終於決定扮演堅決保衛國土的愛國者角色，翻臉不認人，徵 

得首相佛瑪同意，於六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時正，親自指揮，從瑯勃拉邦調了六架T—二 

十八螺旋漿戰鬪機，用五百磅重的炸彈和機槍，不分彼此，向雙方《炸和掃射，前後五 

天，一天至少兩次。 

在泰國境內發生戰鬪，會威脅到泰國的安全。拉提功希望雙方離開寮境，先用飛機 

投燒夷彈進行威脅。 

拉提功的第二傘兵營開到班關，在戰場採取了杜截的姿態。兩艘水上船——坦克船 

在湄公河上游，即現在「金三角」牌坊可以看到的對面的三國交界的沙洲附近巡邏。兩 

個正規步兵營在上游堵住唯一可以逃走的馬幫小徑。 

段希文眼看不行，電請李文煥換人指揮，李文煥沒有答應。 

張蘇泉禁不住重復«炸，下令撤退，七百名士兵擠上河邊的船隻，過河退入緬境。 

張蘇泉本人負傷，重型武器和一萬六千公斤的鴉片都爲淸理戰場的第二傘兵營收走，交 

給拉提功。 

段希文無船渡河，只得沿河北逃，因不願放棄輜重，才跑六英里，就爲南下的寮國 

兩營步兵切斷退路，陷入包圍。經過兩個星期的談判，段希文付了七千五百美元的贖金， 

才得以冋到泰國。 



根據泰國警方報吿，八月十九日約有七百名國民黨兵留下七十具屍首、二十四架機 

關槍和若干死騾，渡過湄公河進入泰國。泰國警察經過解除武裝的手續，乘坐一八輛包 

租的巴士，連同三百支卡賓槍、七十架機關槍和兩支無後座力來福槍駛往美斯樂。 

昆沙說，這次戰爭，他的軍隊負傷七十四名，陣亡四十七名。段希文兵傷t更重， 

負傷三百多，陣亡一百七十多。昆沙認爲這次的失敗是他最痛心的事。 

戰後，班關村民從湄公河回去，發現只燒毀六間房屋，別無重大損失。 

拉提功與第二傘兵營的官兵平分鴉片，據說每一個兵得到的錢都足夠在永珍城外建 

一座簡單的房子。 

拉提功是最大的嬴家，他不只從李文煥等人手中搶來鴉片進入寮國的收稅權，回寨 

也成爲金三角最重要的海洛因製造中心。他本人也成了金三角鴉片的新霸主，他在回寨 

的五家海洛因廠提煉的海洛因，源源不絕地供應數十萬越戰美軍的需要。 

李文煥和段希文依然故我。昆沙是唯一向他們的鴉片蹐權挑戰而最終失敗的例子。 

不過，這次戰爭使泰國政府在國際上的面子極爲難堪。從此把國民黨軍的營地納入皇家 

泰軍，即泰國國防部的管制之下。 

昆沙是最大的輸家。他們留在泰境附近山中，準備復仇。久等沒有機會，才回到臘 

戍。昆沙經此打擊，除了武器和金錢損失之外，他的聲望也急劇下降，他的部下逐漸離 



去，六八年末他的軍隊只剩一千人不到。 

這次戰爭是當時世界各報的頭條新聞，事後至少有兩本法文書和一本英文書詳述其 

原委；法文書之一譯成英文就以這次戰爭爲名，叫《第二次鴉片戰爭> (Hr^cosa- 

o/>s-m^arT 

另一本英文書就是一九七二年出版，由馬科伊著的《東南亞的海洛因政治>，其主旨 

是美國中情局的活動促成東南亞的鴉片增產。書出之後，作者受到中情局的干擾，結果 

使他名氣大增，窨也大爲暢銷。當時正是越戰，靑年反戰情緖高昂。反美國越戰政策以 

及反中情局的許多左派時髦靑年都讀過這本書。該書有一章提到張奇夫，也對班關之戰 

有詳細描寫。不過他連張奇夫另有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昆沙的事都不知道。 

他的取材大多是寮國方面，他曾深入苗族地區。他也見了一些李彌的部下。但是， 

兩個最關鍵的人物——昆沙和李文煥——他都沒有見到。 

他後來到澳洲的大學敎書，繼續硏究澳洲的毒品問題。回美，在威斯康辛大學{陌地 

生分校)敎書，最近將他的那本書增訂，約增加了四分之一的材料，並改名爲 <海洛因政 

治，中情局參與全球毒品貿易 > {TrFO/s-:cs o/ Z^rss-，CM com/l/s-^s-/rGVOr/ 
袭rra^m版，此書將張奇夫的名字一律改爲昆沙。 



段希文和李文煥的聯合部隊，又在揮邦中部江邊那卡，搶劫昆沙部隊所護送的雜貨 

幫。昆沙損失慘重，雙方傷亡很多。 

段希文的第五軍在他總部美斯樂附近的滿星疊、回鷗I帶設立關卡，收昆沙走私入 

泰國境內出售的玉石稅。 

昆沙不得已，另在唐窩附近開闢一條玉石走私路線，李文煥又在那裹設卡收稅。 

當時段希文和李文煥把持了泰緬邊境差不多所有的走私路線。 

•入獄 

昆沙戰敗回到緬甸，擔任r華僑聯合執行委員會」的顧問。 

昆沙盡董集結資金，招兵買馬。一說他跑去當羅星漢的助手。同一來源又說，昆沙 

採用張蘇泉的意見，改弦更張，儘量減輕鴉片商人色彩，加強政治號召，積極廣交朋友， 

發展組織，漸漸地開始恢復元氣，勢力迅速膨脹。 

此外，吳努於一九六二年被黜、被關，後獲准出國就醫。他到達倫敦，立即宣布反 

對尼溫。他說他自己是合法的總理，要緬甸全國與他持統一立場。揮邦軍聞訊，大爲振 



S。昆沙也主動表示願意與揮邦軍共同響應C 

緬軍對昆沙的日益強大、獨立和傾向揮邦民族，已經感到不安。緬甸的軍事情報處 

又得到昆沙和揮邦軍的代表密談的情報。一九六八年末，緬甸的自衛隊政策已使揮邦軍 

軍心瓦解。但是，昆沙卻秘密派人同揮邦第一軍區的昭贊良瑞聯絡，表示有興趣參加揮 

邦的反抗運動，甚至協助捕獲一位已向緬軍投降的揮軍司令。 

昆沙的強大威脅到李文煥和段希文及緬共的利益，他們就在外面透過旁人，向緬甸 

政府吿密，說昆沙想搞揮邦獨立。 

有跡象顯示，緬共得到中共的支持，即將大動。 

事實上，六三年尼溫提議的和平談判中，大多數駐北京的緬共都回國參加談判。談 

判破裂，緬共不回北京，而回他們國內的基地。毛澤東、林彪等大力援助緬共中興。中 

共志願軍的參與更使緬共如虎添翼。緬共於一九六八年，逐步小股流回揮邦。 

1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緬甸國防部長兼三軍總參謀長山友(ss YU)上將，在臘戍 

召見各自衛隊隊長，商討剿共方案。 

從事後推測，山友此行可能是親眼査看昆沙究竟。昆沙或許在會上不小心，說了一 

些不該說的話，讓山友看出他的野心。果然在山友離開幾天之後，緬甸東北軍區司令丹 

定上校，便從東枝拍來緊急電報，要他立即前來討論剿共方案。昆沙覺得事有蹊蹺，不 



是剛談過剿共方案嗎？他立即與部下商討對策，結論是此去吉凶參半，但是如果不去又 

等於抗命，可以叛變論處。以當時的力量與緬軍對抗，等於以卵擊石。昆沙決定赴會。 

但是做了最壞打算。出發前幾天，便次第召見自衛隊部下，將各大、中、小隊長以及各 

電台台長，調回丹陽指揮部，他當著大家的面前說，萬一發生變故，請大家不要散伙， 

應該聽從張蘇泉的指揮，繼續幹下去。如果打不過，也不妨上山打游擊。 

他於十七日帶了貼身衛士三人，離開丹陽，十九曰從臘戍乘飛機抵達東枝。出機場 

時，有一位緬甸官員來接，已向他暗示這是個陷阱。他心想見面後也許還有轉寰餘地。 

第二天，即二十日，緬甸東北軍司令部的會議室內，氣氛非常凝重。瘦削麻臉的丹 

定上校，鐵靑著臉，久久不發一語。他們在沉默中喝完咖啡。丹定上校乾咳了幾聲，宣 

讀了他的軍事法庭對他的宣判，然後說：r對不起，昆沙先生，我奉政府命令，特地請 

你去休息。」 

昆沙知情況已無法挽回，反而心境坦然，回答說：r走吧！你們爲我準備的休息室 

在哪裏？」 

他說完，隨人走出會議室。 

那時，昆沙已被緬甸法庭秘密判處無期徒刑。時年，昆沙三十六歲。 

一間六英尺見方的黑房，就是緬甸爲他準備的休息室。房內只有一扇緊鎖厚重的門， 



沒有窗戶，連通氣孔也是彎曲的，根本透不進半點亮光。裏面只有一張窄木床和一個便 

桶。 

只有少數留在各市區的揮聯軍辦事處的人員，例如丹陽軍校的楊主任和在大其力辦 

事處的昆相，因需處理一些緊急事務，不及逃避而被抓。 

張蘇泉比較機警，一聽到誘捕的消息，立即帶了揮聯軍三、四千人的部隊與揮邦軍 

聯合，到臘戍一帶的叢山峻嶺去打游擊，不斷騷擾緬軍。昆相後來也逃了出來，擔任張 

蘇泉的參謀長，與緬軍作戰時受傷，眇一目，故平時戴眼罩。 

緬甸政府的十七、八八、九三九等共三個野戰師，聯合各自衛隊的兵力數千人圍剿 

撣聯軍三年，撣聯軍越戰越勇。緬軍見用硬的不行，又改用招降的辦法，要張蘇泉放下 

武器，張蘇泉於是向仰光政府提條件。張蘇泉提很多苛刻條件如立即無條件釋放昆沙等， 

仰光政府當然不接受。 

揮聯軍在參謀長張蘇泉領導下，還牢牢支配臘戍以南的鴉片產區。 

昆沙被關在牢裏，監獄當局奉有命令，每餐只給他吃半盤糙米飯和指頭大的一臭魚 

搿•，夏天不讓洗澡，冬天不加衣服。目的是摧毀他的意志，要他下令叫張蘇泉率軍投降。 

他也很淸楚，他的部隊如果都放下武器，他自己只有死路一條。 

昆沙雖然是單獨監禁五年，因爲有人傳話，所以他對張蘇泉的活動很淸楚，張蘇泉 



對他情況也很淸楚。後來，他的待遇改善，就開始利用他短時間學過的中文潛心讀中文 

原版的 <三國演義>。他以後在廣交華人和運用謀略方面，很多是從這本書得到的靈感。 

緬甸政府防範張蘇泉派兵劫獄，經常秘密更換昆沙的監禁地點。有一陣子，他是被 

關在仰光。 

*新仇舊恨 

張蘇泉在與緬軍打游擊戰的同時，還照常替商人運輸各種貨物賺錢。有一次他運了 

很大一批玉石到滿星费。李文煥的玉石公司存貨賣不掉。他知道如果張蘇泉的這批玉石 

運到泰國，他自己的玉石就更難賣出去了。他鼓動段希文派部隊去幫他攔截。不讓這批 

玉石運到泰國夜柿去。張蘇泉只得把玉石存在滿星疊，被耽誤了一年多。 

昆沙從牢裏傳話出來說，大家都是華裔，不必與他太過計較。一年多以後，經過談 

判，玉石運入泰國市區。恰巧是石油危機，市場大起波動，有些玉石一直都賣不出去。 

那批玉石如果賣掉，以當時的市價可以賣到一至二億台幣，護運費至少是三千萬台 

幣。換算成泰幣約爲一千多萬銖。因爲賣不掉，沒有盡到保護的賨任。所以，護運費也 

收不到。有些商人交給昆沙的部隊去賣；有些商人賣不出好價錢，也放棄不要了。商人 

損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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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揮邦果敢縣面積二萬二千平方公里。 

果敢介於中國邊境和緬甸的薩爾溫江之間。它屬於興威，處於叢林之中，與中國雲 

南的鎭康和永德二縣爲鄰，是華人住區，縣府爲大水塘。當地通中國易，通緬甸難，緬 

人很少來此。 

果敢明永樂四年二四o六)歸入中國版圖，設孟艮羈麋土府，隸雲南都司。其後爲木 

邦{緬甸稱興威}所併，嘉靖間附於緬，不通中國。淸時稱科干山，又稱馬力壩{麻栗壩)、 

爪縣、獨牛、老街。果敢當地人傳說，他們有一部分是明末桂王逃緬所帶士兵的後裔。 

《淸史稿> 稱孟艮土司召孟容，與弟不睦。弟之子召散不只篡土司位，而且還分侵其他 

鄰邦。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詔大學士楊應倨移師雲南，剿平孟艮，召散遁走。討平之 

地，皆列入中國。土目召丙爲土指揮使。後來的土司姓陳，經過數代，順寧(今雲南鳳慶 

縣)人楊阈正{又名楊六宫)流亡入緬，長久出入木邦一帶，光緖初年，貿易至此，乘回亂之 

後大批難民南移的混亂狀態，糾集群衆，取代陳姓土司。 

楊國正不服淸廷管轄，經常侵擾毗鄰的孟定和鎭康土司的土地。《雲南北界勘察記》 

收有兩件永昌府鄒馨蘭給楊國正的訓諭。 

英領緬甸時代，英國人勢力很少到薩爾溫江以東。他們透過薩爾溫江以西的興威土 

司間接統治果敢。一八九二年英國人I度將它歸還淸廷，後來英國又借故收回。<!八九 



七年北京條約 >，淸廷才正式同意將果敢割讓給英國。 

一九六九年緬共統治果敢後，果敢人口才有比較可靠的統計。據緬共公布的資料， 

該地分成四區，人口七萬o二百三十九人，其中華人有五萬人，崩龍族一萬人、僳僳族 

1萬人、其餘爲苗族和佤族。最大城鎭有三百戶人家。緬共治下老街有一所中學，果敢 

全域有：：一十五間小學。用語是中文，果敢華人很少會說緬甸語的。有一間翳院，大城鎭 

有電氣。 

果敢一些華人一直不承認現在的中、緬邊境。 

果敢華人在與緬甸人交涉時自稱撣人，歷來也都與鄰邦的揮族結盟。只有到了緬甸 

獨立時，果敢華人才同較大的揮族團體一齊要求在新成立的緬甸聯邦中取得縣的地位。 

緬甸人I直也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偏僻的果敢，因爲那裏鴉片和槍支走私猖厥，很可能成 

爲獨立權力的基地。 
果敢漢人相對來說比其他部族的人富裕，主要輸出品是茶和鴉片。鴉片品質是金三 

角中最佳者。克欽邦的鴉片都是先南運果敢，佤邦的鴉片也是先北運果敢，然後雜入果 

敢鳴片，冒充果敢鳴片，高價外運出售。果敢鴉片的買賣者大多數是華人。 



*楊家土司 

果敢土司楊振財(Ewards)是楊國正的後人，有妹金秀二些害作金菊，olive)，有弟 

振聲(Jimmy)和振業(Francis)。他們姐妹在臘戍敎會學校畢業，故都有洋名。 

三個兄弟中，最有名的是楊振聲，他身爲緬甸國會議員，是大力提倡撣族文化的兩 

個主要人物之一，另一位是南含坎。他歷來主張揮邦與緬甸聯邦分離，成爲反尼溫的重 

要成員。 

楊振財有I個堂弟楊新煥也是有名的商人。他在昆明受敎育，於一九四八年畢業回 

緬，年二十餘已與緬甸軍方合營公司，行號遍及緬甸各處。他是緬甸軍方的紅人，與國 

民黛軍也有密切聯繫。他在夜柿和緬甸許多城市都有分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楊家集團出售緬甸和雲南佤人在佤邦和當地生產的鴉片，積 

聚了很多家財。 

楊家土司原有私人軍隊，屬民兵性質。在必要時，楊家召集屬下的老百姓，編成中 

隊或大隊，臨時派中隊長或大隊長去領導。果敢民兵在五o年有千人之多，由楊金秀擔 

任司令，因此人們戲稱她的自衛隊員爲「olivew'Boys」。 



*楊金秀 

她是女中豪傑。性格凶悍，能力高強，小時包過小脚，喜著男軍裝，兩腰各挿一把 

「白朗寧」手槍。她在臘戍有名的敎會學校守護天使女修道院學校ourdian Angers non- 

vent school!學時，書包常年放有一把左輪手槍，人稱「毛腿小姐J(siss Hairy Legs)。 

她的軍隊後來得到緬甸政府承認，正式稱爲果敢自衛隊。 

李彌在揮邦建立基地時，曾與楊金秀聯絡，她帶了三百名自衛隊員相投。果敢是李 

彌的忠S盟友。楊金秀在李彌軍的庇護下大做鴉片生意，其運往泰國的鴉片運輸隊有上 

千的士兵保護。李彌委派她官職，並請她籠絡揮邦各土司。李彌軍反攻雲南，就是經過 

果敢跨界北上。其後，段希文的三軍、李文煥的五軍、柳元麟的部隊、潢游(雲南游擊隊) 

總部、以迄台清國防部「大陸工作處」以原有國民黨殘軍爲基礎在揮邦秘密成立搜集中國 

大陸情報的「符堅部游擊隊」，和最後的「光武部隊」都在這裏活動。七o年代，「光武部隊J 

最盛時有五千兵力，重要幹部都由台灣派出。 

鄧克保{桕楊)在所著 <異域》有幾段關於楊金秀的誇張描寫： 

楊二小姐…的面龐飛紅的像一張孩子的臉，兩個大眼睛和兩排細而小的貝殼般的 

~第七章果敢的局勢 ~~1183 



牙禽，使我猛然想起美圉西部電影中那些美麗絕倫的女盜，使我懷疑那山鼠重疊 

裏的風沙和雨季後特別顯得毒烈的太陽，爲什廢沒有把她曬黑，她似乎不像英雄， 

而像一個電影明星在拍戰爭實況電影。…這一位一年四季团著美軍夾克的雙槍女 

郎，李铺將軍委她爲獨立第三十四支隊司令，她大發脾氣，因爲她手下有三百多 

健兒聽她指揮，她希望的是縱隊司令。 

六二年緬軍拘捕楊振財和楊金秀。楊振聲從仰光潛冋果敢，開始組織果敢反抗軍或 

果敢革命軍{KR3的游擊隊，企圖發動大規模的叛亂。從《異域烽火續集> 的記載，昆沙 

的萊莫自衛隊也參加了楊家的叛亂。楊振聲率領自己的部隊和昆沙的部隊逃到泰國。昆 

沙見楊振聲無所爲，脫離楊家部隊，回去再幹馬幫。所以昆沙與楊土司一家人都熟識。 

楊金秀不久獲釋，她利用關係，脫離政府軍和政客及媒體的圍攻，轉向緬甸政府駐 

北揮邦軍高級指揮官合作。在鴉片和黃金走私方面大撈一票，同時她也取得政府所頒發 

的酒類、肉類專责許可證。她有錢之後，裝扮成花花公子，以女兒身與名女人周旋，特 

別是與女影星娃娃溫瑞<Wa Wa Win Shwe}的緋聞艶事在仰光》動一時。 



羅星漢於！九三四年生於中國邊境的小村子，緬名爲畏蒙。他祖父時移居果敢。父 

爲羅朝星，外號羅四。家財殷實，是村中首富，故人稱羅四老板，有四子。 

他於一九四八年考入果敢縣立中文小學，最高班是初中一年級。這是果敢人在當地 

所能受到的最高學校敎育。他中文小學畢業{等於初中一年級肄業溪，於六三年進入果敢 

行政公署開辦的軍事進修班第一期，他是該班最年輕的一個學員，該期於一九四九年三 

月開班至同年十月結業，其學習成績平平。畢業生二十二人其中有後來成了名人的彭家 

聲，均以少尉職銜分任楊金秀所領導的自衛隊及各區聯防隊大隊長和中隊長。 

羅星漢閒居家中，染上了賭博惡習，輸錢舉債，同父親鬧翻，多虧楊金秀幫忙，不 

但還淸賭價，還開了專門銷售鴉片的公司，開始做鴉片貿易。 

六三年中，羅星漢護送了一批鴉片到南邊銷售，尼溫執政的緬甸政府把羅星漢的一 

萬二千緬斤的鴉片沒收，武器繳掉，人也扣押起來。 

緬軍情報局向羅星漢表示，只要他帶領部下成立政府認可的自衛隊，並與楊振聲劃 

淸界限，鴉片和武器可以歸還，人也可能釋放。 

這時緬軍與楊振聲的果敢革命軍組織在果敢已激戰三年。果敢革命軍不敵，高級幹 



部紛紛脫隊，七月間，彭家聲上山打游擊，等待主力部隊在泰國邊境重整後反攻。 

十月四曰，羅星漢同意，向楊振聲下了戰書。楊振聲不願意看到果敢人骨肉相殘， 

而且也沒有把握能否打贏緬軍所支持的羅星漢，在李文煥部隊的掩護下，逃往泰國：到 

了泰緬邊境，又有更多的部下離他而去。 

•果敢自衛隊 

緬甸政府在組織果敢自衛隊時，取羅星漢而捨楊家的人——^振聲或楊金秀——是 

別有用心的。緬甸政府擔心楊家會利用他的財富和政治經驗招兵買馬，變成尾大不掉， 

而羅星漢所受敎育較少，似乎較易操縱。 

羅星漢接受緬軍所發的二十支破槍，答應組織自衛隊是一種策略，賨際上他想爭取 

生意上的便利，利用政府的公路和倉庫來替商人運輸鴉片，賺取保護費。 

羅星漢領導的自衛隊由他派武裝部隊保護商人，他只過問商人交給他多少貨，他就 

把貨原封不動、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交還商人。商人經常是送他一批骑片，充當保護費。 

他把那批鴉片賣了後，除了維持自衛隊的開銷，如買槍枝以外，還會有剩餘。他又 

把，.筆錢去買鴉片，如滾雪球，愈滾愈大。 

羅星漢又以自衛隊方式來改良馬幫，他派武裝部隊沿途保護，馬和貨由客戶自備。 



他只負貴安全將馬和貨送到目的地。路上的費用，保護費由客戶支付。 

A六年，揮邦軍第五(果敢》大隊即果敢革命軍，由楊振財的另一個弟弟——#振業領 

導，從泰國邊境浩浩蕩蕩殺回果敢。彭家聲也從山上下來擔任這個部隊的軍官。但是未 

經多久，這個部隊就被緬軍打敗，由楊振業帶領投降緬軍。 

*彭家聲 

彭家聲失敗後逃入中國，於六七年七月與駐中國的緬共幹部聯繫，中國政府答應提 

供武器和彈藥。他與後來也逃到中國的弟弟彭家富一起到達北京，與中國政府進一步聯 

繫。 

同年，羅星漢也託友人介紹，請原李彌部下趙夢雲當參謀。 

果敢人於六七年趕走緬甸政府的警察，請中共軍進入果敢。六個月之後，即一九六 

八年一月五日，彭家聲以緬共軍事司令員的身分帶著擁毛派的緬人政委丁依(Tin YeeT 

帶了緬共人馬，從中國進攻果敢。在果敢邦最北部耿昌，他們與緬軍決戰。緬軍長期防 

衛戰中，因爲水源被斷，士兵口渴難忍，緬軍開始空降水箱，但水箱摔破，最後只有空 

降冰塊。緬軍傷亡總人數超過一百四十人，不得已，只得將耿昌讓給彭家軍，使彭家聲 

在果敢有了第•：個重要的立足點。六九年九月八曰成立果敢人民政府，正式歸入緬共範 



圍。彭家聲於七o年控制果敢，七三年起勢力擴及佤邦。彭家聲雖沒有參加緬共，但.1 

於緬共系統，他的部隊是純粹華裔，武器彈藥裝備全由中共供應。 

緬共過去被緬軍打得離開無法立足，這次敗部復活，出乎意外。緬共不以佔有果敢 

爲滿足，繼續向西擴充。緬軍節節敗退。 

果敢赤化兩年之後，商請在臘戍設立新的軍事總部的羅星漢出山協防。 

緬軍曾經大力增援羅星漢的果敢自衛隊，使果敢自衛隊超過萊莫自衛隊，成爲揮邦 

最大的自衛隊。同時也取代昆沙爲揮邦衆自衛隊的總頭目，蔣忠誠、李發明'楊博章、 

田子榮和波萊伍等人的自衛隊都歸他指揮。 

滾弄橋是通過薩爾溫江的兩座橋之一，果敢通往緬甸其他地區的必經通道，是向中 

國貸款三千萬英鎊所造，戰略地位極爲重要。 

羅星漢的自衛隊和麻哈散的佤族軍聯防果敢滾弄橋。彭家軍和羅相所召集的其他雜 

牌共軍企圖渡河，從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共打了四十五日的爭奪戰。 

但是緬軍及羅星漢的部隊堅持挺住，深溝固壘，緬共到最後都沒有拿下那座橋，他 

們使用中國式的人海戰術，死傷慘重。 

滾弄橋大捷應歸功於羅星漢熟悉地盤。緬軍爲表示感謝，此後對他的鴉片運輸隊更 

是百般優容，提供各種方便，甚至幫他把鴉片運到泰國。 



羅星漢與李文煥的第三軍和當地的華裔商業界和黑社會關係良好，因此，鴉片、 

洛因和其他走私品的貿易得心應手，大發其財。 

•鴉片軍閥 

張蘇泉在被緬甸追捕的同時，還在繼續發展撣聯軍。這時正好碰到羅星漢企圖奪取 

揮邦軍南部的基地，雙方已經打了七年的仗，揮邦軍於一九七二年請了張蘇泉設計搶奪 

羅M漢的鴉片。故事情節與當年李文煥和段希文攔截昆沙臈片的做法如出一轍。只是這 

次張蘇泉{昆沙的部隊)是加害者而非被害者而已。羅星漢於一九七五年自認失敗，而撤出 

這一帶的控制權。 

英國倫敦安格利亞電視公司>TV看一位製片家阿德利安.科威爾{Adrian Cowell) 

於一九六四和六五年和攝影師克利斯•孟格斯(Chris Menges)深入景楝，在薩爾溫江之 

東的揮族游擊區，住了五個月，拍攝了揮邦游擊隊的記錄片《默默無聞的戰爭> {Hr 

f/wSJ-sou!K^arT因此，他們認識了許多揮邦的叛軍領袖。 

科威爾和孟格斯於七二和七三年再入揮邦，由I位撣名波潘昂30 Pan Aung)的華 

人帶隊，用十匹騾裝載攝影器材，最初計劃是與揮邦軍共渡六個月，其間遇到張蘇泉與 

羅星漢之間的交戰，欲罷不能，比預定時間超過十個月才回到泰國，結果在揮邦與揮邦 

海 



軍一起生活了一年半。緬軍曾出擊數次，追殺他們，幾個鴉片部隊也想绑架他們，但都 

沒有成功。他們遇到張蘇泉與羅星漢交戰時這種好題材，豈會輕易放過？所以全程由他 

們站在揮邦軍的觀點拍攝了下來。他們的這次傑作是彩色記錄片 <鴉片軍閥> (rr 
otum warlords}。 

當時，昭贽良瑞已經離開揮邦，移居淸邁。他把揮邦軍的主席的職位交給召相素(sao 

Seng Suk，昆加努司令)。 

影片中經常出現的撣邦軍最高領導人召司令就是昭相素，他與張蘇泉見面有如老 

友。 

當時張蘇泉是揮聯軍的指揮官，昆相是參謀長。 

片中揮邦軍的頭頭說，他們有五百兵，想增加到一千兵，需要經費，故打算搶羅星 

漢的鴉片，購買武器，遠道請張蘇泉當參謀，布置一切。 

張蘇泉以他專長的軍事知識，臨時抱佛脚，對揮邦軍實施緊急訓練。同時，他們也 

對羅星漢做足了情報。 

羅星漢的海洛因廠在大其力，故他先賄賂了泰國的大小官員，貨物運到大其力，安 

然送入泰國的買家手裏。羅星漢從大其力交涉回程時，張蘇泉已派了無線電通訊器材， 

跟著他北上，到了景棟，獲知他已聯絡景棟楊士禮自衛隊護送從宛町到薩爾溫江的滾弄 



一段，然後又打聽他請李文煥的部隊護送宛町下來一段。 

*楊仕禮 

楊仕禮是華人，人稱老楊或楊三。他原是李彌部下，後定居景楝，發展社會關係， 

成爲景棟黑社會頭子。六o年代中期參加揮邦叛軍，並在泰國的會開建立基地。數年後， 

他又換邊，由昆沙引薦，帶領約三百人，投降緬軍，封爲景棟邦自衛隊隊長，開始大做 

毒品生意。 

緬軍讓他巡邏景棟至緬、泰邊境的一大片地區。從揮邦北方的果敢和伍邦等出產的 

鴉片，由武裝部隊通過這塊地區運到泰、緬、寮三國交界的海洛因廠。羅星漢的果敢自 

衛隊和波萊伍的佤邦自衛隊運鴉片必須在景棟過秤，由他課稅後，才能運到大其力的海 

洛因廠。此外，他的部隊還爲果敢和佤邦的商團前往邊境提供保護，每公斤六美元的稅 

金，保證商人在緬軍內安全通行，而且也不受強盜或叛軍的侵襲。 

金三角的海洛因廠，最大者爲大其力區的廣獺，爲楊仕禮所有。該地區尙有三個大 

海洛因廠，都是華人所有。一家在荒麓西北二英里處，另一家在劫古以北四英里，第三 

家在南和與湄公河的交叉處。美國向寮國施壓，要它淸除毒品，原來在寮國開海洛因廠 

的人都搬到景楝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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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幫運送的鴉片一些是生鴉片，但是大部分的自衛隊在運入泰境之前都將這些生鴉 

片製成吸用鴉片、嗎啡或海洛因，以減少重量和體積。他在大其力之北六英里處建造了 

一間海洛因廠，能夠生產三號或四號海洛因。這間精製廠是大其力附近十四間海洛因廠 

之一。 

楊仕禮於七o年代中期被暗殺。 

•中-it 

羅星漢運送的鴉片是果敢產，因爲貨物沉重，用了六百匹騾運貨，陣容堅強，行進 
速度很慢。 

揮邦軍和張蘇泉布置埋伏，等羅星漢的鴉片運輸隊路過時下手。 

揮邦軍也故布疑陣，假裝派兵去打緬軍，事實上是在等待羅星漢上鈎。同時，他們 

也抓了羅星漢的人拷問羅星漢是否改道。 

張蘇泉又打電報去部署，電報都是中文。張蘇泉足足跟踪了一個半月。這時羅星漢 

的運輸隊已到達丹陽與萊色之間。 

張蘇泉因爲打聽到羅星漢將從緬軍取得補給和支援，由緬軍卡車和士兵押運，於是 

決定立即下手。先發動輕微攻擊，將羅星漢逼入陷阱。羅星漢且戰且走，退入山谷之後， 



張蘇泉用大砲炸斷馬路，使緬軍卡車無法駛入支援。 

揮邦軍和張蘇泉軍居高臨下，完全居優勢，戰鬪約進行r半小時，羅星漢敗陣。 

入夜，兩軍休戰。淸晨，揮邦軍全力進攻，數小時後，羅星漢棄货而逃。這次戰爭 

死亡一百多人，挿邦軍傷亡二十餘人。 

揮邦軍和張蘇泉軍的搶貨行動立即開始。揮邦軍搶到六噸鴉片和一些日用品及俘 

虜，與張蘇泉平分。揮邦軍死者給以佛禮安葬。這次行動使張蘇泉的聲#大振。 

這部影片在紐約、香港及其他地區的影展中都得了頭獎，而贏得全世界的讚譽。 

片中羅星漢於這次敗仗後，接受科威爾和孟格斯的訪問，在攝影機前現身說法，提 

議由他和揮邦軍協助美國或任何其他有關政府捜購揮邦全部的鴉片，以免被罪犯製成海 

洛因，危害世界。他的訴求雖然沒有打動美國，但是他的聲名通過這部影片卻傳遍全世 

界。 

*解散自衛隊 

一九七三年初，緬甸政府一方面是承受不了美國政府認定揮邦自衛隊都進行販毒而 

來的壓力，另一方面是這些自衛隊事實上也抵擋不住緬共軍向西南擁進，因此決定撤銷 

揮邦自衛隊部隊制度，並定於同年四月二十曰爲撤銷的最終曰期。當時緬甸共有二十三 



個自衛隊，但是響應政府號召自動解散的只有十九個，其餘都舉起反緬甸政府的旗幟， 

再度參與反政府行動。 

駐守佤邦和果敢地區緬軍授羅星漢以上校軍銜，他的佤族和果敢部屬也授以較低的 

軍銜，準備加以收編。羅星漢強烈反對交出他以私人購買的武器，而且他也深知，一旦 

當上緬甸正規軍的軍宫，不但行動受到限制，而且前途暗淡。 

羅星漢若聽命，就必須交出他所有的武器和交出大其力毒品支配權。他決定拒不受 

叩，因而使緬軍喪失了大其力以北地區最後一個小有力量的反共部隊。 

羅星漢帶了他的參謀長趙夢雲和能征慣戰的八百軍隊和精良武器上山打游擊，並把 

剩餘鴉片和在大其力的海洛因工廠設備装運，開始向西南方移動。他同時也招兵買馬， 

號召共同反對緬甸政府。 

羅星漢除了兵強馬壯之外，擅長在敵對團體間誘之以利，迫之以勢，談條件，分地 

盤，擺平彼此關係，排難解紛。羅星漢有在緬甸政府和緬共之外建立第三勢力的想法。 

同時因爲揮邦軍與泰國當局保持最好的關係。 

羅星漢與揮邦軍聯繫，揮邦軍的領袖們開始有些猶疑，經內部討論之後，認爲以羅 

星漢在一九七二年起被西方媒體封爲金三角鴉片王的名氣^星漢在科威爾的電視攝 

影機前承認他一年大約經手一百八十噸鴉片——一定可以喚起國際對揮邦人民苦難和他 



們解放事業的注意。 

羅星漢在幾個月內又招收了好幾個反正過來的若干前自衛隊單位。他此時的部隊， 

除了原有的自衛隊外，還包括三個英勇善戰的佤族部隊和揮邦叛軍各單位的敗兵殘將， 

約有三千之衆。 

羅星漢還得到泰、緬邊境原拉祜族自衛隊布宗龍的大力保證，這位拉祐族的大巫師 

也因緬軍取消自衛隊制度，揭竿而起，自言可以動員一千人，必要時可以號召七千人。 

一九七三年六月揮邦軍將領羅星漢以自己組織的名義成員，向泰國說情，請求給予 

政治庇護。揮邦軍的人是想說服泰國當局，羅星漢之所以買賣鴉片和海洛因純粹是因爲 

要買槍幫緬甸打共產黨。他們認爲，只要泰國政府理解羅星漢的軍事能力，他們一定可 

以看出羅星漢是泰國與正在開始威脅泰國北疆的緬共之間的緩衝力量。揮邦軍認爲他們 

能爲羅星漢爭取到泰國政府過去給段希文和李文煥等國民黨殘將相同的待遇。 
揮邦軍決定與羅星漢合作之後，派出兩支部隊去歡迎他••赛蛟(sai Kaes和莰登 

(Khamdeng)部隊。名義上，把羅星漢的一千三百人的部隊編爲揮邦軍第二師。 

撣邦軍企圖通過羅星漢控制揮邦的鴉片貿易。表面上，揮邦軍似乎是想把一年金三 

角的鴉片全部賣給美國，實際上是企圖從經濟上控制揮邦各派爭奪的鴉片黑市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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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窨尼克森 

羅星漢和揮邦軍聯盟之後，爲對抗國民黨殘軍和緬共，決定聯繫美國駐曼谷的大使 

館，提議以二千萬美元出售揮邦的四百噸鴉片。羅星漢和揮邦軍的溫和派由科威爾協助 

起草了 一份文件，要求美國按照「泰國邊境價格」搶先買光叛軍控制的鴉片。 

揮邦軍的政治組織——^步黨主席昆加努，向美國的尼克森總統寫了 一封信，表示 

全力支持他的禁毒運動，並說願意提供服務，同時主張大力打擊與此有關的「武裝走私者」 

和r外國軍隊{意指原國民黨部隊)」。 

揮邦軍的幹部提議根除鴉片，乃主動宣傳根除鴉片。羅星漢雖然在三個月之前，才 

被張蘇泉帶領的揮聯軍和揮邦軍聯合部隊打敗，搶走了鴉片。但是他不以爲懷，同意加 

入揮邦軍的組織，被編爲第二師。他在撣邦軍提議協助根除揮邦鴉片的同意書上面簽字。 

昆沙當時還被關在緬甸監獄，其副將張蘇泉也同意在這個文件上簽字。 

這個提議的全名是「一九七三年根除揮邦鴉片提案」，要點如下： 

一、撣邦軍及其盟友將請美國禁毒局或任何同類機搆視查撣邦鴉片地區，並利用它 

們自己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傳送鴉片運輪的情報。 



二、 撣邦軍及其盟友將確保他們軍隊控制的鴉片根據泰國邊境價格，以後來商議的 

價格出售給®際機構，在其監督下焚毁。 

三、 撣邦軍及其盟友將出擊不遵守協定的鴉片運輸隊。 

四、 美®應協助它們尋找撣邦問題的更永久性的解決辦法。 

甲、外國組織應發揮其影響力勸説緬甸政府恢復缅甸的合法憲法。 

乙、撣邦有了民主選舉的政府之後，從根除鴉片貿易得益的國家應提供財政援 

助，協助撣邦人民改種鴉片以外的農作物。 

五-提案簽字者保證當選的撣邦政府在商定的國都期間容許國際監督的直升機搜尋 

和摧毀鴉片固。 

署名的是擇邦統一行動委員會主席羅星漢，和揮邦進步黨副主席朋泰soontaiT 

揮邦軍認爲，一旦羅星漢得到泰國的政治庇護，揮邦軍就可以利用羅星漢的力量堵 

死李文煥等人在揮邦的毒品走私路線。這個建議托了科威爾交給美國駐泰使館。 

羅星漢則認爲他只不過是脫離緬甸對他在大其力的支持，轉而向泰國提供他的靖亂 

服務而已。他還可以緊緊掌握他剩下的鴉片和海洛因事業，而開始建立他的新王國。他 

甚至鼓勵揮邦軍的領袖們不念國民黨軍李文煥的舊惡，主動找對方談判某種安排，在走 



私方面互不侵犯。 

他利用揮邦軍來說服泰國，但是，他完全低估他自己的惡名和泰國及緬甸政治氣氛 

的改變。首先，羅星漢得到揮邦各叛亂團體及革命的撣邦軍的擁護就不容緬甸坐視泰國 

給他政治庇護。泰國已庇護了太多緬甸的反政府份子。而且，美國禁毒官員對另一些有 

販毒前科的原李彌軍舊部，即李文煥、段希文、馬俊國等人的部隊，以反共爲名避入泰 

國，不以爲然。 

泰國政府當時非常需要有一個大事件，來平息美國許多國會議員對泰國直接參與毒 

品走私或熱心禁止毒品流出泰國的指控。公開批評泰國政府處理毒品方式的紐約籍衆議 

員雷斯特•沃爾夫{Lester wollfe)宣佈一九七三年八月將有泰國之行。泰國政府非常搛 

心，如果美國國會看到泰國政府禁毒不力的報吿後，美國國會可能減少對泰國的援助。 

緬軍爲追打張蘇泉的揮聯軍，意外地攻打了羅星漢在猛邁的營地，羅星漢被逐，在 

泰、緬邊境重新集合，繼續盤據。 

*羅星漢被捕 

緬共力童在七o至七八年間的迅速擴展，也激發金三角基本政治聯合的重大改變， 

並使緬甸和泰國大爲恐慌。緬甸在緬共問題上，是寧亂勿赤的，因此對可能阻擋緬共進 



展的部隊，即使是與自己爲敵，也都加以優容。 

緬甸政府因爲受到緬共的威脅，逐漸傾向與美國和泰國友好。 

七o年代初泰共在泰北活躍，泰國軍部費盡心思，阻止泰共與緬共接壤。泰國副總 

理訪問仰光，緬甸總統尼溫也回訪曼谷。以後，泰國爲表示誠意，減少對逃到泰國謀求 

反尼溫政府的吳努的援助。 

泰國安匱在泰、緬邊境的原國民黨部隊，也乘此協助泰國政府的反共行動，隔開緬 

共與泰共，使其無法會師。泰緬雙方都有意阻擋緬共，它們在泰緬邊境的最北方發展了 

有效的反緬共聯盟。 

羅星漢一批人進入孟班地區，李文煥等人就不斷向泰國警察通報羅星漢的行止。李 

文煥等人是羅星漢鴉片貿易的競爭對手。羅星漢帶領七十名手持自動武器的部下從緬境 

的猛邁進入泰國。他在猛邁附近留下一千五百多人的揮、佤和果敢華人的混合部隊。 

羅星漢是在收到揮邦軍的首領索演達的長電報之後離開猛邁，電報內容是他與泰國 

當局談妥，讓羅星漢自由進入泰國。羅星漢和他的部下過了泰國邊界，立即到夜豐頌府 

境內的一個小邊警站去報到。他們在那裏碰到二十幾個泰國邊警。邊警見是他，就神色 

不定地開始同他談判。 

揮邦軍派了一位精通漢、揮和泰語的人作羅星漢的翻譯，他的名字叫赛克萊(sai 



Icrue)。羅星漢靠他來同揮邦軍的領導人直接聯絡和同泰國政府談判。泰國的禁毒官員可 

能拿了 一大筆錢買通赛克萊，串通了來騙羅星漢。 

羅星漢聽從他的勸吿，同意單身隨泰國邊警到班玫素雅鎭的大馬路上去。羅星漢的 

部下認爲不妥，但是他仍一意孤行。他與邊警談了I陣子之後，又隨這些邊警到梅林鎭 

去辦理一件很簡單的手續。羅星漢一到那裏便連同赛克萊一起被正式逮捕，罪名是非法 
入境。但是，羅星漢還是偷送了兩封信給他的部下，叫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因爲他還是 

相信不會出事。沒隔多久，羅星漢突然被迅速送到達拉臘詩梅的泰國邊警營，隨即用警 

察直升機運往曼谷。時爲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 

有人看到羅星漢心甘情願而且很急切地登上泰國的警察直升機，他顯然是相信那架 

直升機是泰國政府官員派來秘密歡迎他去談共同防守邊疆的。 

科威爾在羅星漢被捕前十天，還與羅星漢一起吃晚飯，並作了錄影。席上他聽到羅 

星漢與他的部下談到直升機的事。科威爾在七五年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說： 

就我的理解，羅星漢從緬甸境内與我分手跨界進入泰國，因爲有一個緬句軍的小 

股部隊追上來了。這是游擊隊的慣常做法。他帶了兩百人到了班通村，那裏停了 

一架直升機，裏面是一位泰國警察或謦官之類。他與羅星漢密談了一陣，密談内 



容不得而知。但是，羅星漢肯定是自願進入那架直升機的。因爲他畢免還有他自 

己的兩百名部下，全副武裝護衛。 

現在邋不知道他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但是有人诂爲，他相信是來同美國大使館 

談判；他十天前才託我交給美國大使館第二批撣邦提案。有人也铋爲，他是被蹁 

上直升機，防他洩露與他合伙做鴉片買賣或合伙借道泰國運送鴉片的泰阐軍隊司 

令官的名字。 

逮捕羅M漢嚴重破壞了亞洲的毒品走私網，使全世界的毒品暴漲。新聞和雜誌大肆 

報導這個事件，<時代雜誌> 說，它是緬甸、泰國、美國當局r稀有合作表現」。 

羅星漢被抓之後，緬共一再說的美國帝國主義不講信用，竟不幸而言中。因此，一 

九七三年之後，揮邦軍內部贊成與緬共合作的主張漸占上風。一九七四年，揮邦軍終於 

接受了緬共的二百支雜牌槍。 

羅星漢先在曼谷坐監，然後很快地與賽克萊一同遞解仰光，關入監牢，據說是怕他 

洩露泰國參與毒品貿易的高官名單。雖然當時尼溫政府已頒布販毒死刑的法律，但他於 

一九七四年被判處死刑並不是因爲鴉片走私罪，而是陰謀叛國，指他勾結揮邦軍。赛克 

萊則被判以較輕的刑。 



羅星漢在審判席上招認從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他的組織共走私了八十三噸生 

鴉片到泰國和緬甸的海洛因廠。他又在席上舉出尼溫軍政府的許多高官和軍官與他勾 

結，或接受他的供養或紅包。有些人牽連被捕，最後不了了之。仰光在羅星漢能夠向外 

界透露緬甸政府在一九六九年至七三年之間參與鴉片出口之前被捕，抓了他等於把秘密 

封閉，使其不曝光。 

他在審判席前透露他與國民黨在揮邦北部丹陽附近萊色基地的情報人員有關係。直 

到六七年爲止，中緬邊境還有單引擎的飛機空降毛毯、電晶體收音機、玩具和宣傅台灣 

進步情形的散頁傳單。 

事宽上，中華民國國防部的情報人員，以大陸H作小組的名義，一直在撣邦內部活 

動C有時利用像羅星漢這種與緬共對抗多年的人來當代理人C果敢因爲華裔住區，是偵 

聽大陸情報的理想地點。 

羅星漢被抓之後，他的部隊由他的弟弟羅星民接管。羅星民從朦戍來到猛邁，他擅 

長外交，又懂經濟。雖然他認爲揮邦軍的人出賣了羅星漢，但還是打了揮邦軍的旗號， 

自稱揮邦軍第二師。他爲了報仇，大舉進軍揮邦軍的南部基地，即賀蒙一帶。揮邦軍必 



須費盡全力來抵抗羅家軍(也就是第二師)的進襲。但是畢竟主將不在，力1大減。 

羅星漢被正式判處死刑，坐了七年牢，才被大赦出獄。(麥見第十聿第二五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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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持人質 

張蘇泉對昆沙忠心耿耿，想了各種辦法，營救過很多次，曾用武裝劫持，和裏應外 

合等等，都沒有成功。最後，他想出劫持入質交換昆沙的辦法。 

他先派人多次到東枝，勘察現場地形；同時也設想各種情況，親自挑選和操演敢死 

隊員，以策萬全。 

他先定了幾個劫持目標，分出主、次，主要是想抓幫緬甸建西東未江水庫的西德專 

家。西東未江在仰光之北。這些專家來東枝度假，住在一家有名的飯店。其次他們想抓 

西方的外交使節、大使之類，退而求其次，才抓蘇聯醫生。他們早就知道那裏有兩個蘇 

聯醫生，而且很容易抓。他們不看重他們，是認爲蘇聯雖是大國，但是共產國家，對人 

質安全可能不太重視。 

出發前，張蘇泉交待領隊，如果找不到目標人員，任何西方人員都可以抓來。 

這個隊伍由劉正武當隊長，趙雲保帶了十二人等在山腰，陳華強帶九人等在山脚。 

楊思華帶九人迴避警察哨站，冒充東部軍區憲兵，進入市區。緬甸軍的慣例憲兵是由野 

戰軍調，當時是九十九營野戰軍。他們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潑水節晚上八時行事。 

暮色漸澳，東枝市最熱鬧的朗馬墜大街上，已有數盞街燈在閃爍。街上不時有貨車 



載著大水桶，向行人潑完水後，敲鑼打鼓，喧騰而去。節日的氣氛還彌漫在緬甸這個東 

北部的最大的市區內。市東郊銅雀山山脚下，走來一隊爲數四十多人的緬兵隊伍。他們 

全副武裝，精神抖擻，大搖大擺穿過大街，走向高級住宅區滴多堡。隊伍轉過公立婦女 

兒童醫院，便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拉開隊形，直通入堡。 

滴多堡內林木葱蘢，花草茂盛，I楝楝精緻華麗的小別墅，住在裹面的都是達官貴 

顯、富商巨贾和外國使節。堡內一反往常的淸幽雅靜，盛裝的人群，熙來攘往，輕快的 

音樂隨風飄蕩。堡內有人正在舉行結婚典禮。 

楊思華下令排成戰鬪隊形，然後帶了三個士兵，從容不迫，走到蘇聯駐東枝聖上醫 

院的俄籍酱生的別墅前。解剖學家勃列柯斯{Bolecs, 一說是基呂斯呂•包爾里斯)正與內 

科主治醫生斯達(star，一說名斯達•斯大林基納夫)一同散步回來。 

楊思華走上一步，做個手勢，要他們停步，同時以英語對他們說：「對不起，我們奉 

軍事情報局的命令，請你們前去，有事商談。J 

他們感到十分愕然，正猶疑間，幾支堅硬的手槍已抵上背部心窩。他們成了揮聯軍 

的人質。 

撣聯軍走後一個半小時，緬軍已經發覺，立即派了三輛裝甲車和二輛汽車載了約九 

十人追來，但是沒有追上。 



緬甸政府對道件事情大感憤恨，不肯接受夾制，派出最精良的野戰軍九十九營、七 

十七營、六十六團，甚至調動空軍的S炸機，猛烈攻打揮聯軍的基地之一的丹陽東南方 

的萊結山，希望用武力救回人質。 

緬軍何以如此全力追殺，不怕傷及人質，這恐怕與蘇聯政府一開始的冷淡態度有關。 

這兩位人質在蘇聯不算重要人物，據說斯達是愛沙尼亞人。 

張蘇泉他們爲逃避追擊，使用調虎離山計，選了兩個頭髮和面貌都像洋人的印度裔 

揮邦少數民族，由揮聯軍帶著向不同的方向逃逸，引誘緬軍的主力。但是，緬軍追得很 

緊，很快就被他們發現。 

繼軍派出萬餘兵力，追擊揮聯軍：兩位蘇聯人則由撣聯軍的周正興、馬雲等人帶著 

潛藏八個月之後才再度露面。 

張蘇泉自己則趕著這兩位俄國人逃向安全的地方，直奔泰緬邊境的滿星疊。俄國人 

平日嬌生慣養，不耐長久跋涉，途中由揮兵輪流背負，翻山越嶺，歷盡千辛萬苦，才到 

達目的地。 

張蘇泉於是找了正在拍電影的科威爾和孟格斯爲兩位俄國人照相，並拿到國際上去 

放映，這更激怒了緬甸政府。緬軍派出大軍到揮邦各地的叛軍軍營去捜尋兩位俄國人的 

踪影，使許多叛軍連帶遭了池魚之殃。 



羅星漢在泰國邊境的軍營也遭受到緬軍的騷擾，終被騙入泰境，遭泰警逮捕。 

緬軍因把大部分兵力用於救回人質，無暇顧及緬共。 

這件事因鬧到國際上去，已無法隱瞞，使緬甸大失顏面。蘇聯施壓，泰國斡旋，最 

後只得答應張蘇泉以人質交換昆沙的條件。 

這兩名蘇聯醫生，被劫持約一年之久，通過泰國的堅塞.差瑪南(Kriangsak 

chomanan)上將的斡旋，由他親自乘直升機到滿星叠北邊的山上——那裏正好是泰、緬 

邊界，接回曼谷，送交蘇聯駐泰國大使館。 

那時滿星叠雖已成爲揮聯軍的基地，但是他們不能將基地和武裝部隊公開，泰國也 

不願意讓人知道庇護緬甸叛軍的事情。 

*獲釋 

昆沙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無罪釋放出獄，時年四十一歲。 

釋放他的是仰光餐察局局長索明，此時距交換蘇聯人質已有半年之久。 

昆沙獲釋是有條件的，他不准涉足揮邦，更不用說是帶領他原來的部隊了，而且他 

需每月向仰光偵探部的索敏上將報到。事實上，他在瓦城的住處周圍已布置了許多暗哨， 

他無論到那裏都有一些便衣跟從。 



昆沙出獄之後不馬上逃跑，是因監視太厲害。在緬甸人監視最厲害的時候跑，危險 

最大，最容易出事。 

他先在瓦城剃髮爲僧，也到仰光當和尙，住了 一陣子，替緬軍軍官的買賣緬甸東北 

部{即揮邦一帶}S玉石、紅寶石和其他寶石作中間人。然後又仿劉備騙孫權的辦法，把從 

前經商致富的秘密存款全部提出，盡情揮霍。他揮金如土，成天出入歌台舞榭，醇酒美 

人，作出花花公子模樣。 

這一招果然奏效。他感覺出緬甸政府對他的監視漸漸放鬆了。張蘇泉和昆沙於是開 

始做了周全的布置。 

j九七六年二月七日，天剛發亮，！輛普通的載客吉普車，由瓦城開往丹陽。車上 

七個男人，穿著便衣沙籠，全是跑單幫生意人的打扮。昆沙像個疲倦的生意人，坐在車 

尾，一點也不引人注意。除了司機和昆沙之外，其他六個人都是昆沙的部下，他們身上 

都暗藏武器。每過一個檢察站，能過就過，不能過的就用錢賄胳，萬不得已時則準備動 

用武力。 

他們雖然擔足了心，幸而一路平安駛到臘戍東南方的無人公路上來，昆沙叫司機停 

車，下車後賞了司機一大叠鈔票，然後帶了從人，順著田埂，揚長而去。當時揮聯軍的 

總部設在萊峨山的麻默。麻默的軍事長官張正榮師長和行政長官兆素萊聽到從揮聯軍各 



據點的無線電傅來的消息，立即帶著麻默軍民敲鑼打鼓，飛奔到半途帕當迎接。兩天後， 

他回到他自己的部隊。 

駐守滿星叠的張蘇泉也聽到這個消息。雖然他獨力閲出很大的局面，但是對昆沙還 

是忠心耿耿，希望昆沙到那裏領導。 

昆沙於是帶了四個大隊，五百多人的衛隊直奔滿星叠。 

緬軍最擔心的是昆沙與張蘇泉會合，這將使昆沙如虎添翼，乃派出精銳部隊七十七 

營、八十八營和九十九營中途攔截。 

途中有昆沙祖父時代的一個大隊長叫張昆叛變。昆沙經過大小六次激戰，殺開血路， 

終於到達滿星叠與張蘇泉會師。 

昆沙回到部隊後，揮聯軍從一千人增加到一萬四千人。 

昆沙與揮邦軍的代表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後，同意聯合行動。揮聯軍的紀律較差，名 

譽較劣，人數也較少，但是他的武器較優，財政較足，因爲昆沙在泰緬是以華人集團的 

身分較易融入龐大的華僑商業界。 

一九七o年末，揮聯軍和揮邦軍的聯軍聯合進行攻擊緬軍。其中較著名的事件有： 

I九七一年一月四日，向參加臘戍獨立紀念日的緬甸高級軍官投挪手榴彈，炸死一位上 

校，緬軍反轚，許多觀衆被殺或受傷：伏擊錫泊與臘戍之間的火車：攻擊包括皎脈營在 



內的緬軍各處的據點。 

緬軍反攻，出動第八十八和第八十九精兵營。六個月的戰鬪遍及揮邦軍第一軍區的 

全域，緬軍傷亡六百人。臘戍戰役，揮邦軍由賽占夢(sai Zam Muang审校指揮，梁仲 

英率領的揮聯軍從旁協助，緬軍傷亡百人。賽占夢領導的揮邦軍和揮聯軍的聯軍需要應 

付三方面的敵人：緬軍、李文煥軍和克欽獨立軍。因此需要三面作戰，戰區很廣。例如 

昆鵬上尉領導的部隊在一個月中與三方共打了三十次仗。 

•泰國庇護 

歷史上緬甸多次侵略泰國。泰國小學敎科書載有緬甸於一七六九年夷平泰國首都大 

城的故事。因此，泰國政府對緬甸非常疑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揮邦的景棟邦和孟 

班邦由日本作主割讓泰國，揮邦百姓沒有反抗。當時，駐守揮邦的泰國軍官中，有一位 

後來非常同情揮人反抗緬甸政府或爭取揮邦獨立的事業。他就是與昆沙、李文煥、段希 

文等人至交的堅塞將軍。 

泰國一九四七年政變，結束了文人內閣，軍人統治了泰國約四分之一世紀。因爲沒 

有文人有效的制衡，泰國軍方的敵對各派之間依賴各種經濟利益來資助其政變和反政變 

的活動。鑒披汶(phin coonhawan)元帥和他的女婿乃炮將軍的部下，利用國家的管制權 



力，闖進大公司的董事會，占取了現代企業的一大部分股分。乃炮是瞥察總監，他控制 

了北方邊區及其鴉片利益，從而爲他的非法活動廣闢財源。國民黨殘軍駐在邊境，旣可 

防共，又可防緬•，而且泰國政府許多高官從國民黨軍販毒中得到許多利益。 

在談判李彌軍撤退的四國會議之後，泰國基於人道，答應收容華裔難民。後來國民 

黨殘軍紛紛撤入泰境的根據在此。 

美國和泰國十分擔心緬共成了中共向泰、馬和印尼共產黨提供武器和訓練的通道。 

緬共與道些共產黨中間隔了揮邦各派叛軍、卡倫族聯盟和昆沙及國民黨殘軍。其中最反 

共的當數國民黨的三、五軍，昆沙次之，卡倫族聯盟又次之，揮邦各派叛軍則時左時右。 

泰國和美國扶持三、五軍不遺餘力。他們都是隔絕泰共與緬共的屛障。泰國對這些叛軍 

1律庇護，提供它們武器和裝備，並爲其開闢自治區。邊境的混亂狀態，正好是泰國國 

防的最好緩衝。 

泰國東北山地，地多人少。法律規定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地爲泰皇所有，但可供山地 

民族使用。山地民族對使用的土地沒有所有權，而且他們有遷徙的習慣，在一個地方住 

了三、五年之後，就前往他地，故不需擁有土地。 

中國難民雖然不准購買土地，但是通過當兵，趕走泰共{多爲苗族)，佔其土地，實施 

定居農業。然後就旣成事實向泰國當局請求追認，泰國政府通常都會照准。道就是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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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土地之法。 

泰國大約有十三個華人難民村。泰國人所稱的「貉」的總人口約三萬兩千人。 

I九七五年，泰國最高軍事統帥堅塞在淸萊建立新指揮部，一般通稱爲o四指渾站 

30r Kor 04}.,接著在淸邁又設了一個分站。這種編組的原因是在共產主義在越、寮、柬 

三國得勝之後，重估國家安全得出結論，爲了防止泰共與親中的緬共、馬共聯成一氣， 

必須在其間建立緩衝區。立即解決辦法是授權段希文、李文煥等人爲反共工作隊，原在 

泰國境內居住的揮聯軍、艾小石等以及揮族各派叛軍，甚至卡倫族等也連帶受到庇護。 

一九八I年，段希文、李文煥等人的部隊協助泰軍攻克泰(苗)共在拷牙山的堅強堡 

so 

1九八四年初，o四指揮站爲一個新的軍事工作隊所代替，其代號爲三二七。它不 

再是聯絡r中國非正規軍J(CIF)，而變成監督r中國難民」歸化泰籍的單位。 





滿星A居於泰、緬走私孔道。李彌部下李國輝的部隊到過此處。 

它屬泰國淸萊府梅占縣，距緬甸邊界僅數公里，距美斯樂二十六公里。滿星叠是Ban 

ffiinteh的譯音，Ban泰文爲村莊，Kinteh爲石頭炸，指這地方酷熱，連石頭都會曬炸。 

它原來是人煙荒蕪、猛獸成群的地方。 

昆沙的前半生似乎與滿星叠結下不解之緣。他與波德文結盟時先到此處。他的鴉片 

在滿星ft被波德文和李文煥聯合劫去。一九六四年起他的主要基地雖然還是萊莫，但是 

滿星叠是他的補給基地，昆沙將它視爲儲存補給品和商品的倉庫。及昆沙入獄，張蘇泉 

將總部遷移至此，蘇聯人質就在滿星叠山後的邊界點交給泰國的堅塞將軍。昆沙出獄， 

立即趕到此處。此後，他以它爲揮聯軍總部，開始了另一時期的事業。 

在揮聯軍的經營下，滿星叠已成爲山環水抱，美麗淸幽的盆地。其間水電俱全，大 

同中學也辦得有轚有色，別墅旅館相繼出籠。居民二千，除大部分是華人外，還有禪、 

阿卡及其他少數民族。揮聯軍的高級幹部都居住此地。 

*重獲自由 

昆沙出獄逃到滿星叠之後，透過各種高層管道，終於恢復了淸白之身。所以，不久 

他又開始合法地在仰光與瓦城之間大做其生意。他每次到滿星«只住半天至十天左右， 



大部分時間都留在緬甸境內活動。泰國政府也容許他在泰國境內自由行動。 

七八年他經泰國政府安排，與緬甸叛軍最大的一派克倫族聯盟的領袖波米亞90 

Myar在帕塔亞海濱的豪華旅館見面。波米亞堅決反對販毒，答應昆沙在其控制的克倫 

邦境內，除毒品外，其餘貨品如玉石等皆可以過境，但必須付過境稅。以後他們又見了 

幾次面。八七年，波米亞到賀蒙基地。他自稱見昆沙是想勸昆沙停止販運鴉片，並與他 

I起對抗緬甸政府。 

據貝蘭傑(Francis w. Belanger)的調査，他娶了 一位泰國妻子叫克庸{Khe Yoon)， 

並爲她在曼谷買了一楝房子，地址是Pattanawet 5，Sukhumvit Soi 71，Bangkok。 

我以此問昆沙手下人，不得要領。不過，昆沙本人承認，他在曼谷曾有一棟房子。 

八o年以後昆沙的行動已受限制，他已不能到滿星ft以外的泰國其他地方。昆沙在 

滿星叠的逍遙歲月，實際只有三載。 

*金三角熱 

台灣民間也一直有一群人關心泰、緬邊境華裔難民的命運。四九年從那裏撤來大批 

軍人，除少數高級軍官外，多數居於台灣社會的下層。他們的子弟長大，聽了一些故事 

之後，不免對金三角產生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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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些派駐泰國山地的農業專家，響應泰皇山地計劃——^導泰國種植鴉片的 

少數民族改種茶樹及其他經濟作物——m安康、美斯樂等地服務歸來在報刊雜誌撰寫報 

導.，繼之，是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所作報導；這些人則原是支援泰國東部的寮國和柬 

埔寨難民的，後來聽說泰國北部有華裔難民區——雲南人村落，於是利用自己的休假， 

前往訪問。 

柏楊於I九八二年初，應 <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高信疆之請，前往泰北探査《異域》 

孤軍苗裔。行前，他透過 <快樂家庭》雜誌主編取得經常在那裹投稿的曾焰的地址。他 

於二月三日出發。此時滿星叠戰爭已經發生，頓時昆沙、滿星叠和金三角成了全世界的 

新聞。 

他在美斯樂見了雷雨田，淸萊見了陳茂修，夜柿見了楊國光。昆沙的故事經他的加 

H之後，增添了許多神秘的氣氛。他的《邊區•荒城•金三角> 在台灣 <中國時報> 連 

載，南洋各報競相轉載。出書之後，變成暢銷書，香港三聯書局又請人譯成英文出版。 

書中提及他在滿星«與昆沙的重要幹部見面，那位幹部就是趙夢雲(注I)。 

住在台灣的人通過他所寫的《異域》和《邊區•荒城•金三角>，對流落泰國邊境的 

華裔普遍興起同情和關切。 

首度打響r送炭到泰北」這個旗號的是一群畫家和民歌手。他們於八二年七月十四 



日，假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r送炭到泰北」繪畫義賣和民歌義演活動，響應熱烈。以後 

續有相同名義募款。八四年一月，台灣演藝界以這個名義舉辦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義賣和 

義演，幾乎動員了全台灣的演藝人員和新聞工作人員，籌得新台幣一千一百多萬元，由 

數位代表送到泰北。接著，台灣又拍攝了《異域> 和 <異域續集> 的影片。 

台灣經濟起飛，又値政府首次開放島內人出國觀光。泰國近在咫尺，台灣於是出現 

r金三角熱」。 

*援助 

滿星叠駐有國民黨大陸工作處的站長，是前文屢次提及的國民黨軍將領李黎明。 

從六o年代至七o年代這二十年期間，台灣軍方與昆沙有過密切的情報合作。昆沙 

的長子和二子都到台漘求學或受訓，揮聯軍幹校的朱鴻法、王顯光等曾來台受訓。台灣 

軍方將他們比照陸官五十二期畢業，也讓他們在澎湖特戰單位服役。 

台湾在七八年本欲裝備昆沙一萬四千名部隊，定名爲r雨耕計劃」。張蘇泉一度返台 

洽商，但爲美國偵悉，旋即夭折。昆沙甚爲光火，對台灣«有怨言。 

台潸一直把昆沙的部隊當作反共華裔游擊隊。例如I九八一年五月四日起在 <台灣 

新聞報> 連載張枝鮮所寫的《異域•烽火•壯士魂》就說： 



目前在泰緬邊區的各路反共華裔游擊自衛隊如三軍{李文煥部r五軍(雷雨部r范 

明仁部、張啓福部{按.•即昆沙)等。 

美國政府所編的 <緬甸國家硏究> 說，台灣也向包括揮聯軍在內的中國非正規軍團 

體提供援助。 

*大同中學 

梁仲英在滿星叠協助昆沙創立大同中學，董事長的名譽職由梁仲英擔任，實際董事 

事務由副董事長趙夢雲主持。台灣的救災總會曾撥款爲大同中學興建宿舍和敎室。 

大同中學校長是孫斌•，他原是軍人，在台灣退伍後來此主持校務。繼任校長是段曰 

芬(注二> 段曰芬赴台之後，又由孫斌接任。大同中學的敎材都用台灣敎材，學生畢業後， 

到台薄升學的很多，但是，昆沙和台灣雙方爲了避嫌，要求學生以個人名義向救總申請。 

這些學生是經過僑務委員會甄選。救總列出公費生名額。台灣的僑務委員會向台灣 

的出入境管理局和瞽備司令部正式報備以後，全部的手續按照華僑回國升學方式，需華 

僑的商會擔保。學生塡好的表格送到台灣的僑務委員會，審査通過，轉到敎育部，再由 



敎育部分發學校。他們不用申請入境證，就可以進入台灣。不能赴台者，畢業後到泰國 

就業。 

但是台灣的這個政策於八o年改變，以泰北學生赴台的泰國護照是這些學生的父母 

用錢買來的假護照爲理由，不准換取台灣的身份證，他們當然也不能回泰國。直到九五 

年，台灣政府特別開恩，才讓他們自首和入籍。 

*鴉片部隊 

盧西恩•漢克斯(Lucien Hsks>敎授在美國國會的揮邦鴉片聽證會上，以害面列出 

一九七四年揮邦的鴉片部隊，按種族分列如下： 

揮族••揮邦莱莫張奇夫、果敢羅星漢、大其力赛蚊。 

華人••泰國李文煥、段希文和馬俊國；寮國甫景雲。 

拉祜：猛撒布宗龍。 

美國國際麻醉品事務協調專員謝爾登•萬斯(Sheldon Va3ce}+y該聽證會上，估計緬 

甸從事種植或運輸罂粟和鴉片的至少有十三個政治團體。它們的人數大約介於一萬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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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二萬四千之間。依參與販毒程度分列如下： 

首先是所謂中國非正規軍的原國民黨軍，約有一千四百至一千七百人，其中又以 

李文煥的三軍最强： 

其次爲撣麟軍約一千五百至三千人； 

第三爲羅星漢約有一千至I千三百人，他後來被補，由他弟弟羅星民繼續領導， 

力量大減； 

第四爲撣邦軍約有一千三百至一千五百人： 

第五爲與李文煥密切合作的召光正撣革命«軍，約有八百人至一千人； 

第六爲克欽獨立軍(KIA)約有四千五百人至五千人； 

第七爲铀共约有六千至八千人，占領了最適宜種植罌粟的佤邦和果敢地區。 

一九七三年科威爾向美國國會提出金三角鴉片出產槪況是••緬共控制區包括果敢和 

佤邦在內約二百噸•，克欽族控制區約一百噸：昆沙控制區約五十噸，但他也經手佤邦大 

部分和果敢的一部分鴉片：揮邦軍控制區約一噸半.，召光正和李文煥約十噸.，帕奧族和 

揮邦軍南派控制區約十噸：揮邦軍東派控制區約十五噸。 



昆沙在提交美國衆議院衆議員提議中說，他的三千五百名禪聯軍分十二次運輸隊 

伍，每次平均三百三十五名士兵，護送一百一十六匹騾馬所載七十噸生鴉片到泰國邊境 

的海洛因廠，這個數簠足可維持美國觴君子一年所需。 

1九七五年八月七曰 <紐約時報》載，緬甸和美國的專家調査結果，認定金三角販 

賣鴉片的有三大家。第一是三、五軍。它們經常組織二至三百匹驟馬，由多至二百人的 

軍隊護送，把佤邦的鴉片運到泰緬邊境。李文煥對販毒比段希文熱衷，但是五軍的高級 

將領個人在毒品貿易方面投資並不算少。第二是昆沙的揮聯軍。第三是克欽獨立軍，居 

於緬甸的最北端，雖是眞正的獨立軍，但靠走私鴉片來籌措軍費。緬甸政府也說，緬共 

也參與鴉片貿易，但是美國認爲，即使他們控制了廣大的鴉片生產區，若沒有其他叛軍 

的首肯，這些鴉片是不可能運送到市場來的C克倫族聯盟歷來不挿手販毒，但是最近報 

吿顯示，許多毒品經過其控制區，可能克倫族內有許多人在收保護費。 

*平分秋色 

揮邦各派內闘不已，例如揮邦軍第二師的羅星民的部隊就出兵攻打揮邦軍重要基地 

猛邁。昆沙和李文煥乘機大肆擴張對揮邦鴉片的支配。 

泰國軍方看到昆沙的勢力和李文煥的勢力都在膨脹，而緬共的力童如日中天，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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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泰共、柬共、越共合流之勢，有意把兩位反共將軍拉在一起，共同防共。泰國軍部 

徵調他們以及其他人的部隊沿著北方邊境形成廣闊的屛障。《遠東經濟評論> 於一九七七 

年四月十五曰報導，「泰國軍部的高級軍官」拉攏李文煥和昆沙見面，「安排平分鴉片銷 

售協定，並答應提供武器對抗緬共」。按照這個協定，昆沙可以在滿星叠總部經營揮邦鴉 

片的百分之四十的出口，並向經過其控制領土的其他鴉片運輸隊徴收每年高達八十五萬 

美元的過境稅。 

*沃爾夫 

揮邦軍的政治組織揮邦進步黨主席昆加努，在一九七一年首次向美國總統尼克森寫 

了一封信，響應他宣布的r掃毒戰爭」。 

一九七三年揮邦進步黨又寫了 一封信，這次是由科威爾直接交給美國衆議員兼亞太 

地區負貴人雷斯特•沃爾夫。 

科威爾先到曼谷的美國大使館和禁毒局。那時他才了解，它們扣壓了科威爾轉來的 

信和所附資料和提案。科威爾從收音機聽到的消息和揮人的談話中知道，沃爾夫在美國 

通過一項修正案，威脅泰國如果再不對鴉片走私採取行動，將切斷美國對泰國的援助。 

這個消息對擰邦立即產生影響。泰國巴博•乍魯沙天(praphatcharusathien)元帥吿訴李 



文煥，要他立即停止鴉片買賣。 

*昆沙提案 

沃爾夫到了泰國，到處調査，他報吿中提到他到了淸邁境內的一座約二千五百英尺 

的高山，上面有|個由迪克.曼sick Mann)主持以其他作物代替鴉片的實驗農場。這個 

裊場就是李文煥軍總部唐窩附近的安康山。 

沃爾夫見了揮邦軍的重要代表，並收到揮邦軍與揮聯軍聯署的第一次提案。 

一九七五年一月沃爾夫再到泰國，昆沙主動向美國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聯繫。四月 

十六日，沃爾夫派了他的秘書約瑟夫aosef)到滿星叠。昆沙獲悉美國政府要派人來與他 

談時，據他吿訴旁人說，他感動得哭了兩天。他可能以爲他的政治事業將會得到美國政 

府的正式支持。 

約瑟夫乘直升機到滿星疊。談判時昆沙要求美國政府統購鴉片，然後銷毀，他要價 

每年四千八百萬美元，連續六年。另外美國還需派人來敎導農民改種其他作物，並爲他 

們築路，方便他們運送農產品到城市出售。他稱之爲「六年拔根計劃」。他吿訴約瑟夫說， 

美國目前的做法，六十年也禁不了毒，但是只要照他的辦法，六年就可以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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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提案 

沃爾夫於一九七五年二月間，收到科威爾送來的揮邦軍和揮聯軍向美國批發鴉片的 

聯合提案。這是揮邦軍和撣聯軍第二次送的這種提案。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舉行了衆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未來對外關係、硏究及制定小組 

委員會的聽證會，由沃爾夫當主席，並請了科威爾和一些其他人到華盛頓向國會議員演 

說。這個聽證會等於是沃爾夫向美國國會兜售昆沙等人提案的促銷會。 

沃爾夫說，美國政府收到的提案是以約二千萬美元購買四百噸生鴉片。他又援用前 

例說，美國政府以前以三千六百萬美元向土耳其政府購買八十噸鴉片，一九七三年又以 

一百萬美元向國民黨購買二十六噸鴉片。他以略帶調侃的口吻說，美國代理人付出最初 

的一百萬美元之後，國民黨代表就扣下了第二十七噸的鴉片，這正是他們善於做這種買 

賣的又一證明。這二十七噸鴉片是指一九七二年三月美國通過泰國向李文煥付了 一百八 

十五萬美元，買他的全部骑片之後，李文煥突然又說他還有第二十七噸的鴉片，因它不 

在原議之內，要求美國另付錢交出焚化。 

提案全文如下： 



揮邦軍和撣脚軍的脚合提案 

撣族人民的代表，即這些提案的簽字者關切世界各地和撣邦内部曰益嚴重的毒品 

上瘾造成的痛苦。但是，因爲鴉片貿易是乘«.發財，並且有許多撣民依賴鴉片維 

生，如果撣邦人民沒有大多數撣民支持的民主和代議政府，能夠推行一種長期的 

哀業經濟方案，以同樣可以維持的作物來代替鴉片，鴉片是永遠不會ff種的。 

提案簽字者保證，只要選出撣邦的民主政府，就可以立即商訂一個條约，在過渡 

期間之後消滅鴉片，以換取國際援助和專門技術。 

在目前内亂期間，簽字者提議下列臨時措施： 

1、簽字者將每年的撣邦鴉片收成，按泰國邊境價格责給任何核可的國際或政府 

機構。 

二、 芬字者將同買方合作，防止撣邦出產的鴉片爲不受本協定的規定約束的當事 

者銷售。 

三、 簽字者將協助進入撣邦的祝察。 

四 '簽字者將協助並麥舆旨在其他作物取代鴉片的任何經濟、農業或社會學研究。 

爲開始談判出售一九七五年的鴉片產品，茲提議下列即時步騍： 



I、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之前，按泰國目前邊境償格每緬斤三千一百銖，貪出 

一噸鴉片。 

二、在這次出售滿意成交之後，將按照當時的邊境费牟決定價格，從一九七五年 

七月，麥加泰國邊境舉行的有關決定將來鴉片出售和談判長期協定的撣邦鴉 

片會漢，向個別反抗組織再買五噸鴉片。 

下面有揮邦軍、揮聯軍和東部揮邦軍三個單位的官防。三個單位的簽名式過於潦草， 

無法辨認。但是揮聯軍官防上面用筆寫明16.1.75.chief of Staff {參謀長}依稀是Phalang 

{張蘇泉的揮名)其中P和g兩個字母淸楚可辨。 

•聯函 

沃爾夫回到美國後，又收到由揮邦軍和昆沙的撣聯軍聯署的一封信。這兩個團體自 

稱也能代表克倫族和克欽族的意見，克倫和克欽控制了鴉片經過的一部分領土。揮邦軍 

和揮聯軍聯署的那封信又說他們控制了在山區囤積的大批鴉片，鴉片可以保存數年而不 

變質。他們自稱已控制了金三角生產的鴉片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他們提議以略低於泰緬邊境的黑市價格賣給美國，美國則以金錢和技術援助他們改 



變當地以種植鴉片爲生的農業和經濟制度。這兩個團體也希望美國協助他們實現一九七 

四年緬甸憲法答應十年之後給予揮邦的自主權。對此，美國沒有任何舉動。 

後來，揮邦獨立黨的總書記昆龍發，於I九七五年七月十六日具名向沃爾夫寫了一 

封信，推動那個提案。 

那封信首先說明他代表了所有反奈溫非共黨武裝勢力，如克倫、克倫尼、克欽、阿 

拉罕和孟族。 

然後，他說揮邦人民生產鴉片不是爲了致富，而是爲了生存。只有駐在泰國邊境的 

國民黨殘軍才是以鴉片致富。 

提案也附有說明如下： 

提案脫明 

一、三個撣邦困«——签署迻些提案的領袖代表除國民黨殘軍及其衛星組織以外 

的揮邦的幾乎全部鴉片贸易團體，或代表其發言。揮躑軍是目前從事鴉片贸 

易最大的組織，東部撣邦軍包括薩爾溫江以東全部非共黨勢力；而撣邦軍差 

不多可以確定促使克饮、克倫和帕奥族遵守這些談判。 



二、 價格——當撣邦提案於一九七三年七月初次提交美阐麻醉品局時，邊境價格 

是一緬斤鴉片在一千銖以下。從那以後，有過一次歉收導致世界鴉片不足， 

目前價錢高是因爲新收成之前的季節性涨價。根據我們從泰國山地部落得到 

的消息，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在會開的鴉片價格是一緬斤三萬六千銖。這表示 

沃A-夫衆議員泰國之行以及這些提案不巧都遇到鴉片價格最高的時候。撣聯 

軍的指揮官堳意按一緬斤三千一百銖出售一噸鴉片。他保證如果在購買時邊 

境價格高於這個價格，他將保持三千一百銖的數字，但是如果邊境價格低於 

這個價格，他爲表示視善，將把價格拉下到與其相同的數字。 

三、 對鴉片生產的影響——從一九七三年起，鴉片的價格上涨四倍，但是沒有證 

據期示漲價會導致增產。事實上，對許多部族來说，涨價表示生產下降，而 

且因爲鴉片幾乎全由家庭單位培植，而沒有雇用勞力，產量受個別家庭的勞 

力的限制，因此不可能大量增加。過去十年間，鴉片價格的持績上漲可能會 

促使其他家庭和村莊麥加鴉片生產，但是因爲受限於哀業和文化理由、撣邦 

哀民極端保守及他們因鴉片價格過去經常如天候一樣不可測而對其持絕不相 

信態度，這個過程會非常緩慢。 

四、 對鴉片價格的影響-不過，以任何方式長期購買揮邦鴉片當然都會抬高鴉 



片的黑市價格，而且這樣做會引誘一些商人企圈走私一部分收成品。爲防止 

這種情況出現，提案者提議r允許」檢査和r合作j防止走私。他們在原則 

上願意襲擊不遵守他們簽署協定規定的任何鴉片運貨隊伍，但是他們指出， 

這需要花费許多資源和人力，而他們除市場價格的鴉片外，別無其他報酬。 

撣邦麻醉品交易的成敗最後取決於這個問題。 

五、 情報——這些提案能取得的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在以前完全不曾研究的領城中 

占有一席之地。撣邦領導人認爲最後的解決辦法只能依據正確和徹底的研究 

理解鴉片，因此願意在談判似乎有希望時，提供所要求的幾乎所有數據搜集 

設備的資料。長期看來，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將是這種知識和專門技能，而 

非諸如搶先買光等短期計謀。 

六、 對内亂的影響—^該指出，按照這些提案，揮人只能收到按黑市計算的鴉 

片的市場價錢、其效果是將非法麻醉品轉賣給合法買家，但是它決不會產生 

供内亂之用的多餘資金。 

這篇說明也特別提到沃爾夫與揮聯軍指揮官談判向美國政府批發鴉片的交易詳情， 

這位指揮官就是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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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應 

昆沙的提議所以沒有成功，據美國駐泰國的一位官員說，是因爲美國的一貫政策是 

不與其所承認的合法政府敵對的r叛徒」打交道。而緬甸政府是美國承認的政府。 

沃爾夫託美國出席聯合國國際麻醉品管制委員會的代表萬斯，將昆沙和揮邦軍的提 

案於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交給該委員主席保羅•魯特(Paul Reuter)。魯特於五月二十一日 

回信，吿以美國若向揮軍通購鴉片，將違反<1九六一年麻醉藥品單I公約>。 

揮邦叛軍從I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二年，每年都提出提案，經常是通過向美國總統寫 

信的方式，以預購毒品儲存換取經濟和政治支持來「解決毒品問題」。 

一九八二年，昆沙致函美國總統雷根，說願意以全部的鴉片和海洛因換取美國的現 

金，或者代之以糧食和經濟作物取代計劃等非現金援助。按照他的方案，美國向他提供 

三億美元，連續八年。八年以後，他可以把金三角其管區的鴉片統統根除。這是他I九 

七七年的老調重彈。昆沙的目的據說是爲揮邦的獨立籌措經費，美國也沒有答應他這I 

要求。 



*禪龍法師 

禪龍法師(chamroom parnchand)是泰國曼谷附近塔珂波寺的_。年輕時在曼谷 

當過刑警，過去三十二年來曾協助約七萬人戒毒。他的寺內有全泰國最大的戒毒中心。 

廟中有一百二十名僧侶，大部分是出身於吸毒者。他用自己特製的草藥幫助戒毒。他以 

反毒品聞名泰國。 

昆沙於一九八八年一月，託他向美國前國務_亨利•季辛吉提出大致相同的禁毒提 

議。據禪龍說，昆沙的提議是美國給他經濟援助，一年九千五百萬美元，爲期五年，共 

四十七億美元：昆沙可以協助停止毒品從金三角流向美國。禪龍所以願意爲昆沙作說 

客，是因爲認爲美國用在禁毒和防毒的錢遠大於此數。事實上，美國的毒品問題主要是 

大麻和「快克」，而非海洛因。對癇君子來說，「快克J的效果遠大於海洛因。美國用在 

禁毒的費用雖多•但是用在海洛因的經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禪龍不否認他是昆沙的工具。但是，他認爲他這樣做，是爲了全世界的利益。他強 

調說，全世界的人都應關心如何減少毒品問題。r昆沙提這種提議是很嚴肅的。」他的揮 

聯軍中有三千五百人吸毒，而他控制區內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染有毒嫌。昆沙若不趕緊 

採取對策，數十年後，他將無民可用，無兵可遺。 



•上窨美國總統 

後來，有一位參議員來滿星叠•昆沙又託他帶信給美國總統卡特。 

昆沙在做這種宣傳時，當然希望美國政府聽他的話，即使他本人沒有拿到一分錢， 

也等於美國承認了他的存在。但是這項計劃的惡果是會讓聽者誤以爲他可以控制金三角 

的全部或大部分鴉片。 

一九八九年他接見美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賈里爾{Tom Jardel)，重提他的六年計劃。 

他說：「我想做的一件事會使全世界的人高興。那就是根除鴉片。如果你有錢給我，我 

會把這個國家生產的鴉片給你。你可以把它放在倉庫，或燒掉它，或將它丟到海裏去。 

你想把它怎麽樣就怎麼樣。但是你也需要幫助我們的老百姓種另外的作物，也幫助他們 

築路。這就是我要求的條件。」昆沙這次沒有提具體的價錢，但是他的手下透露是每年 

四千八百萬美元，連續六年。 

以揮邦每年兩百噸海洛因運抵紐約計算，價値超過三千六百萬美元。但在一九八八 

年禁毒局、聯邦調査局和美國海關只逮獲八噸海洛因。 

昆沙一面向美國請求援助，一面又進行威脅。例如他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接受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訪問說，r布希總統可能有核子武器的按鈕，但是我卻有鴉片按 



鈕。我的鴉片按鈕比你們的核彈更強，更有力。我只要餵你們這種毒就夠了。我有什麼 

必要去做別的事情呢？」他在次年接見英國電視記者時也說過差不多同樣的話。 

美國政府認爲，即使昆沙停止供應鴉片，也會有人從另外一個途徑供應鴉片。而且， 

美國政府認爲與罪犯打交道是違反原則，所以始終沒有答應昆沙。不過據賈里爾透露， 

就在訪問錄影在美國電視播出的當天晩上，有一位美國的私營商希望與昆沙交涉，以求 

停止鴉片貿易。 

*間諜 

大同中學敎師中發現了一位美國禁毒局的暗探。 

主角姓陳，是雲南人，時年四十六歲。他於七五年左右，自大陸逃到緬甸，立即與 

國民黨大陸H作處聯絡。他自稱是大陸的高科技人員，曾在昆明的高科技工廠工作，知 

道很多軍事機密。大陸工作處的人信以爲眞，想辦法把他帶到泰緬邊境的夜索，再由另 

一個人帶到曼谷。帶他進入泰國的人也是雲南人，這個人的父親早期跟昆沙是好朋友， 

曾在台湾的大使館中工作，後來變成泰國的華僑，有合法的身分，故與昆沙的團體很熟。 

那個人跟遠東商務處聯繫以後，台灣方面請他寫一份資料交去。他寫的資料，完全 

是外行話，連基本科技知識都不懂，遠東商務辦事處婉轉推辭，說目前辦台灣入境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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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請他等一等，從此就沒有下文。大陸工作處不要他，遠東商務處更不會要他。 

陳被拒絕以後，透過各種管道，與美國禁毒局拉上關係。禁毒局的人因爲他是中國 

人，要他到邊區，托人把他介紹給陳茂修。陳茂修可能不知道禁毒局這步暗棋，因爲他 

與美斯樂關係密切，就把他介紹到美斯樂的興華中學敎書。 

禁毒局當時要他做滿星叠的贤報工作。美斯樂離滿星#近一點，他先在美斯樂的興 

華中學敎書經過一段時間，後來再找關係，想轉到滿星叠的大同中學。他認識了大同中 

學的一位女老師。女老師原籍四川，父親是在雲南長大的，陳說他也是四川人，以老鄕 

關係，經由女老師的介紹見到大同中學副董事長趙夢雲。 

大同中學需要一些老師。剛好陳茂修也提過他，趙夢雲等人與陳茂修從李彌時代就 

很熟。但趙夢雲不願讓興華中學的人覺得他在拉他們的老師，那時段希文還沒有死，美 

斯樂對滿星#的人存有芥蒂。於是趙夢雲跟陳講，你要來，是你自己願意來。趙夢雲說 

願意付給他兩個月的薪水，不需要敎書。請他先在淸邁休息兩個月，再到滿星#上課。 

原先接他到泰國的那個人，聽說這位老師來大同中學敎書，覺得應該把知道的事情 

說出來。而且，陳茂修也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此人來路不明。有|次，他甚至向那位女 

老師自白說他是美國禁毒局的暗探，大槪一方面是想自詡神通廣大，另一方面大槪也是 

請那位女老師幫他做情報。但是，那位女老師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心裏害怕，便向趙夢 



雲透露此事。 

趙夢雲找了陳來，拿了他到淸邁美國新聞處和淸邁美國領事館、美國領事家的確實 

證據給他看，不但有資料，而且有照片，連他每個月只拿美國兩千銖的津貼的事情也說 

出來，他才一 1招認。趙夢雲吿訴他，你只有兩條路，你喜歡這裏，就得脫離禁毒局。 

要是你認爲禁毒局的待遇好，我們學校待遇不好，你不願意脫離禁毒局，那麽我們這個 

地方是不歡迎你的。他考慮之後，說他願意做兩邊的情報——即把美國禁毒局需要的情 

報吿訴他們。趙夢雲認爲他不願意離開禁毒局，便明白叫他當天離開滿星疊，「沿途我保 

障你的安全，絕對不會對你有什麽行動，但是我希望以後你不要來，你以後來的話，你 

的安全誰也不能負貴。因爲你做的工作是危害我們團體的工作。我們這樣做算是對你很 

客氣了。你要是在別的單位，是會被殺掉的。人家說我們動不動殺人，其實我們是不隨 

便殺人的。」於是，道個姓陳的人當天便離開滿星疊。 

趙夢雲跟本書作者說，r以後就不跟踪他了，因爲比他重要的人還多的很。他不過是 

個小毛頭。」 

陳後來到了曼谷，從曼谷又找了機會移居台灣，現在他又以台胞身分時常進出大陸。 



朱家才，字子英。他原是虛漢綏靖主任任內的副官處處長，同時是軍統的密探。他 

跟隨盧漢多年，故很早就看出盧漢準備投共，因此事先將自己的家人搬到香港。等到盧 

漢的靠攏通電發出，他立即走出昆明城外，經越南到香港。稍微停留，又經泰赴緬，深 

入滇西各縣，號召舊屬，組織游擊隊，與盧漢對抗•，有部屬七千，縱橫滇西一帶，失敗 

後到猛撒總部，當財稅處處長：以後移居泰國。 

六八年，昆沙在曼谷與朱家才一起吃喝嫖賭，成了好朋友。 

他是台漘國民黨政府的國大代表，兼反攻大陸設計委員會的委員。他每年到台灣開 

會，兒子任職淸邁最豪華的酒店——Hyatt Orchid。 

朱家才從台灣公幹回來，給美國駐淸邁副領事湯馬斯.米勒(Thomas Miller育了一 

封信，說他有一套淸除金三角鴉片的計劃，由美國、中共、泰國和緬甸共同組織一個禁 

毒委員會，來同金三角的重要鴉片商談判。再由美國出錢購買現有的全部鴉片貯存予以 

銷毀，同時重新安頓靠走私爲生的各武裝部隊。 

金三角的整頓交給羅星漢和五軍的參謀長雷雨田負責。「他們是我家以前的常客，對 

我很忠誠。」朱家才的信中說。 



至於昆沙，「他很想解散販毒組織，曾找我商量。J 

緬共雖逐漸介入販毒，他認爲也沒有問題。他已與雲南昆明當局有過聯繫。他請中 

共屮央委員會協助壓制中緬邊境的鴉片流通，他信中說，昆明方面已經同意合作，並附 

昆明官員來信副本。中共雲南方面的領導，r多數若非我過去的部颶，就是我家的親戚。j 

柏楊的 <金三角.邊區•荒城》書中諱朱家才的名，易朱爲張，並將他的子英的字 

易爲同音的紫英，而稱其爲張紫英。他對朱的死，可能取自金三角名人的口述。茲摘抄 

如次： 

美國大使館於去年(一九八一年)得到了一份坤沙(即本書的昆沙，下同)先生 

擬定的暗殺名單，全部是被認爲擔任國際禁毒组織密探的美《走狗，而其中一人， 

且已在清邁的一次追擊中喪生，這使美國佬大爲驚慌。當時，一位在清莱頗有名 

望的華人張紫英先生，他跟坤沙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他爲坤沙先生辯獲，向美S 

大使館用各種角度分析那張名單是僞造的。r假如是眞的話，j張紫英先生説，「我 

也可以说服坤沙取消。j美固人同意他著手進行。 

經過聯繫，坤沙先生熱情的遨請張紫英先生到他的司令部。去年二九八一年) 

十一月的一天，坤沙先生派人把張紫英父子接到滿星疊，由他的部下盛宴洗塵， 



席間杯盤交錯，賓主皆歡，象徵一場愉快的把晤。誰都沒有想到，就在遨請牟使 

出發的當時，已決定行動。宴後，父子二人乘馬，在武裝衛士嚴密的保獲下，離 

M滿星疊，它上北方邊區的小徑，目的地是位於某一處的揮邦革命軍司令部。走 

了一段路後，衛士本來左右夾道的隊形，突然變換，變換成一個新月狀，櫊住馬 

頭，張紫英先生正驚慌間，一個壯漢已舉起卡賓槍。 

r對不起，我們長官請二位歸天。j 

一排搶聲響徹山巒，父子們來不及喊出聲音，便栽倒馬下。那兩具屍«，迄 

今沒有找到，也没有人敢找。傳説中對此有一個解釋••坤沙先生热爲他是®際禁 

毒組織的密探。这種眼中沒有江湖道義的行徑，使泰北邊區對坤沙先生產生一種 

印象，也使美國人深信那張黑名單的眞實性。 

我於一九九o年在台北訪問朱心一時，朱心一說朱家才人太荒唐，也做販毒，死有 

餘辜。 

同年我訪問昆沙。我剛提起朱家才的被殺，昆沙就說，「朱家才的死與我無關。朱家 

才被殺後，我才了解朱家才的爲人。朱家才同時替中共、國民黨和美國禁毒委員會做事。 

他是李文煥的親家，段希文的朋友。他是很複雜的人。」 



朱心一和昆沙兩人都沒有公開承認，朱家才是昆沙所殺，但已明顯說出朱家才死有 

餘辜。這是否已強烈暗示了朱家才的死與昆沙有關呢？ 

•昆沙與泰國關係惡化 

堅塞上將與國民黨軍和昆沙等關係素稱良好。他一直利用他們對付泰共或隔界的緬 

共。泰國政壇的其他幫派，爲阻止他東山再起，大張旗鼓攻打昆沙，藉以醜化堅塞。 

1九八一年八月，泰國國會議員選舉，曼谷報載李文煥和雷雨田捐了十萬美元給堅 

塞作助選金，這筆數目佔他競選總經費的百分之十五。他認爲接受毒販的錢沒有什麼不 

當，而且他否認以任何方式直接參加販毒。他很豪邁地向新聞記者說，r如果有人發現我 

賣過I點毒品，你可以立即把我送去槍斃。」堅塞將軍當選議員，雷雨田爲平息議論， 

向報界發表，堅塞將軍與刚去世的段希文是美斯樂茶園的共同合伙人，爲報答他的恩情， 

他們在美斯樂爲他建了I座休假別墅。 

同時，昆沙也從一九七o年未起，大談他的撣邦獨立，並企圓將他的揮族政治領袖 

的地位合法化，開始在滿星叠接見美國的國會議員和泰國的新聞記者。他的宣傳運動的 

最高潮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泰國《曼谷郵報》以頭版標題：r我可以阻止毒品 

泛濫。」兩天後，堅塞宣佈：r我們不允許昆沙駐留泰國境內活動。連他的家屬也不准 



駐在泰國，因爲他們可能成爲其非法活動的基地。J儘管有些泰國將官嚴肅表示驅逐昆 

沙可能削弱泰國北方國防，但是昆沙的放言高論，也實在使泰國沒有轉圔的餘地。五月， 

昆沙自動退入緬甸邊境內十六公里。這條禁令不適用於如段希文和李文煥等國民黨殘 

軍。幾個月後，昆沙又回到泰國，並將他的總部搬回滿星疊，泰國當局並沒有再找他麻 

煩。 

昆沙在泰國和西方記者面前，經常提及他可以控制揮邦半數以上的鴉片，以顯示他 

的實力，使泰國感到難堪。他給泰文雜誌《太陽》寫信，大意是他介入鴉片貿易只限於 

徵收他所控制地區的過境稅。行銷最廣的《泰國日報》發表評論，稱其r給泰國人民打 

了一個巴掌」，要求政府「維護國家主權」。 

一九七八年四月，泰國政府宣佈昆沙已經放棄滿星叠，退入緬境。新聞記者紛紛飛 

奔前往，一探究竟。後來證明是一場假戲。 

泰國八o年代的經濟成長率已達百分之十左右，社會轉型，原來結合傳統和現代的 

管理和經營方法已經行不通。故堅塞的傳統獨裁管制作風不爲社會所接納。 

昆沙對美國國會和泰國記者關於毒品的談話，使泰國新上任的秉•丁素拉暖{Prem 

Tinasulanonda)總理臉放不下來。例如，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泰國〈曼谷世界報> 

刊載他的訪問記，他自稱是r金三角之王」，他又回顧自己的事業說：「我知道那是社會 



的罪惡，也了解它不只對西方，而且對我國人民的社會危害，但是我沒有犯罪感，我們 

所做所爲是有道理的。」秉自一九八o年上台當總理，立即著手對昆沙採取軍事行動。 

*事件的前奏 

八o年七月，也就是秉總理上任四個月，他就下令空軍轟炸昆沙的基地。雖然飛機 

摧毀了他海洛因廠的三座化學儲存庫，昆沙在滿星叠依然無恙。這次«炸，揮聯軍參謀 

部的記錄是： 

第一次外軍侵略本部是一九八o年七月二十三日，o七二三時，泰飛機三架轟炸 

我揮境「猛干」以東的大陣地「NC69S2J ,「99。40|20。22\|。我方負傷三人：「景棟 

區」羅黑(即拉祜族)毒西死九人，負傷十二人，共計二十一人。 

隔不久，泰軍又有第二次的攻擊，參謀部的記錄是： 

第二次，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外特種部隊三九人，僞裝成緬共「老帕部」偷襲 

我揮境「南洋赛河J，「NC772500J (99。44-|20。2°2二帶駐軍，我方負傷五人，陣 



亡二人，共傷亡七人。 

然後泰國政府懸賞二萬一千七百美元捉拿昆沙，死活不論，昆沙也放出話，懸賞五 

百美元通報在他地區活動的美國或泰國毒品暗探。 

據昆沙對外國記者說，滿星疊戰爭是美國政府向泰國提供了三百五十萬美元的貸 

款，用來圍剿昆沙。 

*美國的僱傭軍 

泰國邊境巡邏警察又稱邊警、特攻隊、黑豹部隊，雖是泰國的正規部隊，但是一九 

五o年代由美國機構和泰國政府合作成立的。它一致由美國人出錢和提供顧問和裝備。 

其任務是巡邏數百英里的泰、寮和泰、緬邊境。因其轄區是難民，或移動的少數民族， 

沒有公民權，有苦無處訴，故這些軍隊，尤其軍官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常常向巡 

邏區的百姓強取豪奪，順手牽羊，要雞要豬是常事，有時還要人家的閨女。 

它在保衛邊疆作用不論，在黑市買賣鴉片和武器方面的效果卻是非常顯著。他們容 



易得到槍，常拿來寶給撣邦的游擊隊。有時這些游擊隊卻拿向他們買來的槍來打他們。 

許多海洛因廠都在他們的轄區內，故許多軍官都與海洛因廠的廠主有勾結。他們也 

會強迫少數民族村民種植鴉片，以便經手賺錢。 

昆沙與這些邊譬有過許多打交道的機會。他稱他們爲外軍或外特種部隊，因他們等 

於美國的僱傭軍。 

*滿星叠之役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是張蘇泉的生曰。邊警偵知，當晚昆沙和他的重要幹部都會 

來別墅爲張蘇泉祝壽，企圖一網打盡。事實是，那段期間昆沙進進出出，大部分時間不 

在滿星叠。那天他也沒來，重要幹部也於壽宴結束後離去。 

二十一曰一時二十分，泰國從南部調來了部隊和僱傭軍，八個連，約八百人，十餘 

架武裝直升機、偵察機和轟炸機，由昭華利(chawalit YongjaiyuO將軍謊稱演習，向滿 

星叠突襲，目標就是張蘇泉的山麓別墅。泰國不派北部駐軍，是擔心他們因地緣關係， 

與昆沙勾結，走漏消息。 

邊簪包圃別墅之後，大聲喊話，要裏面的人出來投降。裏面的人不但不理，還有人 

反擊，揭開戰鬪序幕。 





滿星叠本來是一個非常平靜的村子，大家心理都沒有準備，因此戰爭猶如靑天霹歷， 

天搖地動。村民只見機槍密集掃射，直升機低空盤旋，轟炸機不斷投彈，爆破聲震耳欲 

聲，硝煙柱掩黑半空，於是呼男喚女，扶老攜幼，愴惶逃命。 

槍戰從早上十點開始，滿星疊的揮聯軍守軍只有十餘人，但是老百姓中有一百多名 

休假在家的軍人，他們毎一個人都有戰鬪經驗。 

揮聯軍穿便衣從家裏跑出來，手裏旣沒有拿槍，泰國兵以爲是平民，不打他們。但 

是他們跑到補給倉庫，把槍拿出來，找到據點，就開始反擊。 

一百多人分成十幾處，有些地方是七、八個人，五、六個人，十多個人。 

大同中學的一位老師楊林是從大陸出來的，平時好賭，不喜歡敎窖，想當兵，但是 

他的腿不好，趙夢雲等人不准。正好那I陣子他與太太吵架，心情不好。他在文化大革 

命的時候武鬪有打槍的經驗，他想借這個機會，證明自己能打仗。他也跑去倉庫拿槍， 

跟泰國兵對打。結果被泰國兵打死。 

揮聯軍彈藥充足，分散各處射擊，以一當百，使泰軍不知虛實，誤認爲揮聯軍衆多， 

只包圍別墅放槍，不敢冒然衝入。 

泰國邊警飛機只能高來髙去，揮聯軍有五o口徑的機槍，專門打飛機。所以，它們 

只能嚇唬老百姓，對揮聯軍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直升機向四周山坡梭巡掃射，淼炸機向學生宿舍投彈，婦女都躱在大同中學下面的 

河堤後面。 

趙夢雲因事到夜柿。他聽到戰爭消息，立即趕回來滿星叠。 

他和幼稚班老師李荷蓮把學生集中到禮堂。因爲禮堂地低，比較安全。 

到了下午五點鐘左右，快天黑了，他覺得情形不對，叫人把學生帶到滿星叠的鄰村 

——回鵬。回鵾離滿星疊不遠，走路約三十分鐘，中間隔了一座橋。大的學生知道厲害， 

自己先去了。主要是那些從五歲到九歲的幼稚園和一年級的一百多個學生，不知天髙地 

厚。趙夢雲和訓導主任帶著學生繞道撤到回鵰，泰國邊警在那裏設立臨時指揮部。 

學生到達回鶊，他們的父母親跑來接孩子•，有些住校比較大的外地學生，也自行回 

家去了。剩下的沒有多少學生，趙夢雲就把他們帶到夜柿去，因爲夜柿有他的朋友。 

學校門口有泰國邊警把守，不准進入。校長孫斌不肯離開學校。而在雙方激戰的陣 

地有一條街已被炸毀，籃球場上一位來不及逃走的十多歲學生被泰國邊瞀用機槍射殺。 

A炸機到處轟炸和掃射，在別墅附近炸了幾個大洞，也把佛寺的地板打了幾個槍眼。 

滿星«的村民大都被邊警趕出村外，全村嚴密捜索海洛因和鴉片。有些値錢的物品 

被順手牽羊摸走。 

六時左右，天還沒有全黑，一輛裝甲車開過校門，機槍噴火，向四周民宅掃射，使 



不少躲在家中的人受傷，一個揮族老人當場死亡。張蘇泉和警衛隊長張學寬這時已和泰 

軍遷持了九個小時。偵察機四處捜尋，不時投下照明彈，把山野照得如同白畫。 

到了晚上，張蘇泉的衛隊把包圍的泰軍打開一個缺口，帶了從人，乘黑從那缺口脫 

出重圍，退入森林。他們經過泰國邊警面前，近得可以聽淸邊警的細語，但是邊警不知 

揮聯軍的人數，擔心寡不敵衆，始終不敢開槍。 

大家看到張蘇泉退了，其他的兵也跟著撤退了。 

泰國邊警因晚上地形不熟，不敢追。如果追去的話，傷亡會更大。揮聯軍人數很少， 

託庇熟悉地形，分散撤退，很快撤完，傷亡也很少。 

滿星ft離開緬甸邊境有好多條普通的小路。附近山地民族多，來來往往的。最近的 

地方三個多小時，最遠的地方一天。邊界犬牙交錯。 

昆沙各處基地都有無線電，一打仗，昆沙馬上知道。原來不準備接應，到了下午， 

尙未看到張蘇泉出來，才派人接應。接應的人還沒有到滿星疊，張蘇泉已經出現了。 

槍砲聲一直響到午夜三時許，才歸於沉寂。 

事後，雙方關於傷亡的報導略有出入。泰方說，揮聯軍死一百七十人，傷多人，而 

邊餐死十七人，傷五十人.，揮聯軍說，泰警死九十餘人，揮聯軍死十七人，其中包括一 

名敎師——I®林、兩名學生和張蘇泉的警衛隊隊長。 



泰國政府隨即請各國記者前往滿星疊參觀戰果。據泰國發表他們虜獲的十五噸武 

器，包括五萬發子彈、七百支來福槍和手槍、兩百架無線電話、二十五個擲彈筒、三百 

顆手榴彈和五萬三千發子彈，一百個病床的醫院、一家妓院、彩色電視機，有游泳池的 

豪華中國式別墅。 

滿星叠和回鶊的居民幾乎全員棄家四散逃命，有四個婦女，包括兩個孕婦，在逃命 

途中，爲攔路搶劫的阿卡人殺死。還有一個揮族婦女，由於奔跑太急，背著的嬰兒悶死。 

來不及逃走的人，包括孫斌在內，也都被泰軍以保護之名抓走。滿星«被封鎖十二天。 

其間，偵察機還不時在滿星叠上空盤旋，槍聲也斷續可聞。 

揮聯軍參謀部關於這次戰爭的正式記錄是：「我方陣亡十五人，傷二十人，損失巨額 

物資。百姓死二人，傷三人。百姓損失物資數百萬銖。J 

♦戰後 

戰爭結束之後，昆沙在曼谷的房子被泰國政府沒收了。滿星叠也被泰國政府改名爲 

崇泰村(Ban Theuat Tai)，取尊崇泰國之意。 

泰國民間對這次戰爭的反應不好。泰國政府在報上載，以後美國人要打這種仗，我 

們最好不要出兵。泰國秉總理也講，即使要打，我們也不採取地面攻擊，只用空襲掃淸 



目播。他這樣說，是要安慰傷亡的家屬。 

泰國召開記者招待會，組織記者團參觀。滿星叠的大街上擺出了泰軍激獲的槍枝彈 

藥，還有多種物資，唯獨沒有毒品，連製造毒品的機器也沒有一台。 

秉總理一直以軍力向揮聯軍施壓，使其無法重回泰國。在攻擊之後，報載泰國的邊 

境巡邏隊前哨站離昆沙的軍營只有一英里，但是過去四年來都沒有去干擾過他的海洛因 

廠。一九八八年，秉總理讓位給四十多年來首次民選的察猜ohatchai choonhawanT 

察猜雖也是退休的將官，但是他多年來與其他軍人合作賺錢，已脫胎換骨成爲大企業家。 

滿星叠戰後，泰國和昆沙零零星星打了幾次小型的戰爭，昆沙都居下風，之後又沉 

寂了一段時間，昆沙突然在泰國北部發動猛烈反擊。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昆沙的部下襲擊夜柿警署，一警亭與四輛汽車被燒，並 

使五人致死，五人受傷。昆沙的手下否認有人死亡。 

他們又搶了夜柿中心的泰華農民銀行，使其遭受重大損失。泰國的中文報紙說，在 

滿星®戰爭之前，昆沙出售I批海洛因，價値約一百萬銖——^合黃金I百兩，買者 

以泰華農民銀行付款，結果沒有兌現。 

兩天後，即一月二十七日，昆沙的部隊用九一三臼砲，向泰國國防軍轟轚，徹夜不 

停，直到二十八日凌晨三時。泰國統帥部只發了三炮，但是難民說是I連串砲戰。就在 



砲戰的同時，昆沙軍的三十位戰士潛入滿星叠的東南方十公里的公路處截住小客車三 
輛、小貨車三輛、載沙車I輛、路政廳貨車二輛，搶劫I空，放火燒車，但是沒有殺人。 

泰國政府副發言人說，r昆沙人員看起來非常疲勞，因爲他們缺乏糧食。」 

次日o 一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在截車地點南方二公里的沙綠村，昆沙的敢死隊包圍泰 

國邊防警察單位二o一部隊十餘分鐘，然後消失在叢林中。當天，揮聯軍散發用中文書 

寫的傳單，聲明揮聯軍絕對沒有販毒，他們的所有軍火都奪自緬甸軍隊。他們的唯一目 

的是爭取揮邦獨立，毫無傷害泰國之意。他們駐紮泰、緬邊區，對防止泰國r異動分子j 

的外交政策有很大貢獻。可是泰國卻攻擊他們的基地滿星叠，使他們受到嚴重損失，他 

們要求道歉和賠償，不然可能會有更大的衝突。 

一九八二年十月，泰國黑豹部隊在國際禁毒組織的僱傭下，向揮聯軍的另一基地發 

動進攻，它們事先約好了緬甸國防軍夾攻。結果邊警進入邊境時，緬甸國防軍沒有依約 

前來，使邊餐損失了一些人馬。緬甸認爲，邊警打仗有美國人出錢，他們卻要自掏腰包， 

所以臨時決定不幹。 

緬甸政府也淸楚，把揮聯軍打垮，只是替緬共鋪路而已，緬甸政府自知無法守住緬 

北山區，緬共對仰光政府的威脅大於揮聯軍，揮聯軍可以擋住牺共勢力滲入這一地帶。 

戰後，泰國政府名義上把大同中學沒收了，改爲泰國辦的泰文學校，名義上的校長 



由泰人擔任。兩個星期後，重新開學，孫斌回來繼續當中文學校的校長，趙夢雲義務負 

責董事會。學生和老師也都紛紛回來。繼任校長是段曰芬。(注5 

*戰役的影響 

滿星叠之戰是美國僱用的泰國軍攻打昆沙。經過這一戰之後，他成爲美國和泰國政 

府的通緝犯，從此已不能在泰國境內公開行動。雖然他的鴉片生意不見得是金三角最大 
者，但是這一戰使他|躍成爲世界名氣最大的鴉片王。 

注|:趙夢雲在雲南的家世《赫-據说與唐繼堯的家族有關。父親在軍M時代當過軍人，叔父則當過》長。 

他在重慶學法律，大學畢業後，二十幾歲，回雲南在法院工作。一九五O年，看到盧漢投共，中共的 

部隊占领昆明，兩個月後，他因爲家裏庚有田產，是共產黨所痛恨的官僚和地主，匆忙出逃緬句。 

他先依從朋友的勘告在皎腺剛成立的tt北中学敎書。因爲他思想偏《民黨，當地ft共華僑*得他 

思想頑困，在報幸雜誌说他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緬句政府後來也給他施加壓力。他砲去麥加李彌的 

部隊，在猛撒蟪部做文職工作三年。 

然後他以軍人身分，随李铺部隊到台灣。在台八年，覺得沒有發展的機會=因他有外僑设，遂又 

重回»邦。一説，他是國民黨情報局從台灣派到揮邦去的。 



一九六o他先到曼谷住了一年多"六二年，他到了緬甸回緬北中学教一年多的書。奈溫政變以後 

中文的學校封閉-但道准許他敎補習班。高中部停辦，只«下小學和初中部。華人也受到排斥。他持 

外僑*，行動受W制，乃改做生意，把茶葉從產茶地運到仰光和瓦城批發= 

羅星漢组織自衛球以後，在六七年组織了軍事幹訓班，培養幹部。趙夢貧經果敢的朋友推萬麥加 

了羅星漢的部睬，爲其訓竦部隊，«當其麥谋。七二年，張蘇泉聯合揮邦軍在猛遵搶奪羅星漢鴉片時， 

計算時M,他應该是當羅星漢的麥谋長。若然，則昔日的敵人，正是他今日的友人。七三年，緬句宣 

布解散自衛隊。籙星漢不穎接受緬甸的命令，帶了一千多人的部隊進入果敢附近的山8,趙夢雲同往。 

他於七七和七八年之交，帶了數十人投奔昆沙，昆沙出手大方，當時給了他二十五萬銖二萬美 

元7他因年紀漸大，饉力不支，請.S文義，+司敎育工作。 

注11:段«芬是在昆沙當菜莫自衛隊時就參加了昆沙的部隊。他很早訧到滿£4,俚一直沒有到遇台灣。他 

替«民黨做了多年的工作.是國民黨派駐滿星疊的村長。其實泰國在滿星疊另有正式的村長。台灣承 

«滿星疊是難民村，每一佃難民村都派一個村長，以便#络和分fcn民黨救蟪所撥給的經費。他同時 

又是難民村自治會的會長。 

他在大同中學校長的薪水是全泰H中學中待遇最高的，月薪五千多銖。泰國的公教人w的待遇很低， 

泰困當時有些学校的校長的月薪只有兩千多銖。 

他有錢，在山上有生意，在城IL有房子，所以從當地人看來，他很有錢，生活很舒遑。他的兒予非常 



能幹，賺的錢足供他的幾個兄弟姐妹在台灣讀書的費用，故最得段的籠愛 

段曰芬的兌子被他所极識的三悃泰國少數民族分子秘密綁走，向其勒索。他把錢送去，多少綫雎不知 

道，但是他兒予還是被殺了，連頭都被砍掉，死年三十左右。段最初不知道凶手是雄’後來調査出來 

就僱人或叫他的朋友出面把對方殺了。 

他鸟了避仇而搬到台灣去。他的哥哥住在台灣，他後來就以此资格申請到台灣定居。其實他本來就想 

到台灣去，因爲他所有的子女都在台灣讀書。 

段曰芬赴台之後，又由孫斌接任校長。大同中学的經费一直由昆沙提供-因爲泰國政府姑爲辦敎育是 

好事，不加干預。 

按泰國學制，大同中學只是華文補習班，借用泰國的正式學校上課"泰北所有的難民村都利用迻種名 

目設立中文學校。它不佔泰文上課時間。到了晚上，泰國學校放學了，才上中文課。泰《政府有规定， 

小學可以補習，補習到六年級= 







萊朗地處泰、緬邊境，從李彌軍最初總部猛撒經第二總部邦八千，一直延伸到李文 

煥五軍總部唐窩附近，都屬於萊朗山區。 

最近的地點距淸邁只有三個山頭，從賀蒙到萊朗走路需七天。居民爲揮族、阿卡、 

拉祜等。那裹有六、七個武裝單位，每個單位有五十至二百人不等，各不統屬，彼此也 

不貿帳，見面時點頭打招呼，但是各幹各的。若侵犯了對方的利益，說打就打。 

經過那裹走私的人本來不多，但是因爲有武裝部隊保護，方便走私，才漸增漸多。 

在那裏活躍的多是三山五岳人馬，其中抛頭露面的人物如下： 

*羅星民 

一九七六年，羅星民參加楊振聲的果敢革命軍部隊，而在萊朗成立揮邦革命軍 

(SSRA)。 

羅星漢被關七年，於一九八o年七月一日的大赦出獄。羅星漢領到緬甸政府他的 

二百萬盾{三十萬零七百五十美元)賠償金，在仰光市內大金塔附近開了一家果敢西點店。 

同時，他在臘戍地區的南蓬附近，根據緬甸政府人民民兵(pyi Thu Sit芳案，成立了他 

自己的部隊，該方案實際是當年自衛隊解散的翻版，所以一般也稱自衛隊。 

羅星民和揚振聲的揮邦革命軍與撣邦軍的佤族領袖麻哈塞{Maha sai)和支昂{zgyi 



Aung}於同年八月帶了一百四十五人向緬軍投降。羅星民被緬甸軍方任命爲與景棟以北 

前緬共部隊的聯絡官。 

羅氏兄弟參與毒品走私的協調。羅星漢除與緬甸高級軍官在仰光打高爾夫球外，還 

擔任臘戍和果敢的公職，在臘戍住宅長期駐有一位少尉和至少六名士兵的安全部隊。 

同時，羅星漢也重新開始從事釀酒和其他貿易活動。羅星漢這次與緬甸的新協定， 

事實上與上次仰光與地區自衛隊的協定相同：淸剿叛軍，但可利用政府控制的道路走 

私。經數年之後，羅星漢才多少恢復了他以前的勢力和聲望。以前果敢自衛隊逃到泰國 

的成員，也在大赦後回國。他的這一組織叫揮邦志願者部隊(SSVF)，有成員五百至七百 

人，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販毒組織。八九年他作爲政府的中間人，負貴同他故鄕果敢的 

第一批背叛緬共的人——彭家聲和彭家富——談判。 

他前一次被捕給了他一個敎訓，即無論如何，他都必須得到李文煥所代表的國民黨 

軍的支持，即使得不到他們的支持，也不能得罪他們。 

因此，他利用楊振聲與李文煥的關係，親身到泰國淸邁李公館拜訪，希望成爲李文 

煥的合伙人，李文煥不肯。羅星漢失望地離開李公館。昆沙把羅星漢拜訪李文煥的消息 

透露給報社，各報競相報導。(麥見第七幸有W羅星漢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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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宗龍 

所有南北揮邦的大山區都有拉祜族集居，它是揮族統治下的民族，因爲拉祜族文化 

還停留在打獵、採集食物階段，比水田耕作的撣族文化還落後，因此拉祜族普遍遭受揮 

族的歧視。 

拉祜人分白和紅兩種，前者多信耶穌敎，後一種保留原來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敎。布 

宗龍原是其中人數較多的紅拉祜族巫師。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猛撒地區，爲萬物 

有靈敎的拉祜信徒尊爲「長臂猿大神」(saw Na GuishaT也贏得若干拉祜族基督敎徒的 

信服。 

他以反對揮人爭取政權作號召，建立拉祜國爲目標，並以神的旨意作宣傳，先前對 

來拜謁的，且曾施給布匹、食鹽等物，漸漸集結拉祜人向揮人尋仇。 

他可以號召散居在揮邦東南部中'泰邊界之間各小拉祜村落的二十萬人，故他的部 

隊中也包含了 一些泰國的拉祜人。他先鞏固猛撒地區的拉祜族，一九五八年，他號召於 

四年前開始移居泰國境內的拉祜族回來，「共食長生食和長生液，穿長生衣和長生袍，永 

享頭髮不白、牙齒不掉的靑春」。 

早期的靑年義勇軍曾經發生過數次虐待拉祜村民的事件，拉祜人請他出來領導反 



抗。他於一九六o年代初組織自衛隊，保護拉祜人。緬軍利用他們仇視揮人，不斷給以 

補給支援。緬軍挑撥他們對揮族叛軍進行襲擊，尤其是當揮族叛軍和緬軍作戰時，後方 

的擾亂，給揮族叛軍不少的困惱。 

布宗龍領導下的自衛隊，專門與揮族作對。兩族仇恨擴大，景棟邦幾乎無處不出現 

衝突。直到一九六四年昆加努所統帥的撣邦軍的一個小隊俘虜了拉祜族的一位重要頭目 

後，將該頭目及部下、武器和鴉片全部無條件釋回，拉祜族才開始與揮族講和。許多拉 

祜族人回到了泰國，更多受壓迫的拉祜族人隨之而去。儘管如此，布宗龍仍自稱可以號 

召二十萬人，雖然這些拉祜人散居撣邦的中國或泰國邊境，有些甚至住在泰國境內。 

布宗龍的自衛隊也從事鴉片販運。七o年布宗龍訪問中國而聲名大振，中國境內約 

有三十萬拉祜人。七二年緬軍因沒收拉祜族軍的鴉片，而與拉祜族軍發生衝突。同年末 

因緬軍廢除自衛隊，他開始領導猛撒地區的拉祜族叛亂，反對緬甸政府，他當時有軍千 

人，自稱可以動員七千名軍隊。 

他本來準備參加羅星漢所領導的揮邦統一行動委員會，但是他還沒有與羅星漢會 

合，羅星漢已爲泰國捕去。 

他的拉祜部隊像揮邦的其他民族部隊I樣，很快沾染了意識形態的色彩，改名爲拉 

祜族聯合黨(LNUP)。拉祜族聯合黨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它在泰、緬邊境控制萊朗山上 



的據點，是猛撒附近最強大的一支部隊。七三年初，拉祜軍攻擊緬軍在猛敦的要塞。這 

時，布宗龍年紀已邁，雙目失明，大多數的軍事行動都是由他的兒子領導。緬軍立即出 

兵征剿，八十歲的布宗龍吿訴他的族人，只要他們站著作戰，子彈不能傷身，緬軍乘機 

大肆屠殺，拉祜人死傷慘重。但是拉祜人眞是不怕死，緬軍也受到極大打擊，終至兵力 

受損，而無法繼續有效征剿，布宗龍乃逃到泰國。 

布宗龍於一九八o年去世，享年一百一十二歲。 

•乳扼 

布宗龍死後，拉祜族聯合黨就問題重重。他的權力傳給他的佛敎徒兒子軋鈮(Ja 

ErhT部隊也歸他領導。軋轭以泰國邊境猛撒地區的萊朗爲總部，領導其運動。他的組 

織叫拉祜族聯合黨，軍隊叫拉祜族解放軍{LNLAT人數約有一千多人。 

拉祜族聯合黨在一九七六年，揮邦進步黨、克欽獨立組織'克倫、克欽、孟、佤、 

帕奧、崩龍、揮、克倫尼、阿拉罕和拉祐等緬甸各叛亂少數民族組織非共的、鬆散的「全 

國民主聯合陣線」(BNDF)創立不久時，就已加入，它有時與李文煥的第三軍和挿邦進步 

黨合作，但是它一直獨來獨往，保持相當的獨立性。它的士兵作戰非常勇敢，它的大多 

數敵人，包括緬軍，都對它敬而遠之。後來因是否同緬共合作問題與全國民主陣線發生 



軋扼也接受李文煥的庇護，同時也間接向台灣情報機構領取補助。台灣在這一帶爲 

了反共和捜集大陸情報，到處送錢。軋軛在華裔商人協助之下，設了五個海洛因廠和一 

個賭場，把萊朗變成賭城，並請老蘇管理賭場業務。 

*老蘇 

老蘇泰名Wanko Sae Wan，漢名蘇文和，原來在夜柿開照相館。他先跟隨羅星漢 

和他弟弟羅星民，後來自創基業，將羅星漢和他弟弟的海洛英新產品——熊貓——0M 

己有，大量製造，在癱君子中享有聲譽，銷路極佳。 

他因販毒案爲泰簪捕獲，後裝病入曼谷醫院，I九七七年從轚院逃出，躱入萊朗山 

區，爲軋鈪管理賭城企業。這個興旺賭城一直持續到八一年三月緬軍突襲，才被燒毀。 

老蘇與昆沙合作，後來又與昆沙不和，改投拉祜族的緬共部隊彝璧(E.Bi)。老蘇希望 

利用關係來控制鴉片通道。但是，由於他不服從昆沙，造成他在泰、緬邊境與緬共共設 

的海洛因廠被攻。他想退到泰國再起爐灶。 



緬共的人民軍第六大隊的數百名拉祜和佤兵，來到泰國邊境的猛撒和萊朗地區，他 

們一面與緬軍和昆沙部隊作戰，另一面又在安康山的全國民主聯合陣線附近基地設立前 

哨站。 

軋鈪與布宗龍的侄兒彝璧不睦，彝璧於七七年被布宗龍派往邦桑緬共總部參加少數 

民族講習班，於八一年末隨同幾個緬共幹部回來。他回來後，也許由於軋軛在萊朗勢力 

大減，也可能是受到緬共幹部的影響，決定不加入軋轭的陣營，而另立山頭。緬共來人 

增加，物資援助也增多。見風使舵的老蘇見其勢大，也跟著轉向，輔佐彝璧，在此設海 

洛因廠，獲利直接資助緬共。 

拉祜族的兩個組織，雖然聯盟，但不甚穩定。因兩派面和心不合，使拉祜軍勢力衰 

微。 

*楊維剛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軍軍長段希文已死，由其參謀長雷雨田取代，派了一百五十 

人協助軋轭，對抗昆沙的揮聯軍，激怒其部下楊維剛。 



楊維剛是緬甸華人，等於國民黨軍的第二代。他受的敎育不多，拷牙山之役因作戰 

勇敢而獲重用。楊維綱本來不服雷雨田接班，曾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帶領部下八十 

餘人，發動政變不成。 

他重義氣，好賭成性，常找昆沙借錢。這次雷雨田出兵打了他的好友，他乃公開向 

雷雨田宣戰，後由陳茂修出面斡旋，楊維剛離開美斯樂，移駐猛安。雷雨田又派兵打他， 

企圖逮捕他，他不敵，匆忙退守萊朗，脫離五軍系統。 

他在萊朗幫軋軛抵抗緬共，但是緬共人數太多，軋軛又向昆沙借兵。他後來在淸邁 

賭場爲人槍殺。 

*張蘇泉 

次年八月，張蘇泉親自率兵南下，大規模進軍萊朗，三支軍隊聯合，才把彝璧趕走。 

八三年，彝璧的拉祜軍與揮聯軍經常發生磨擦，主要原因是兩派的海洛因廠競爭生 

意所引起。 

兩軍衝突的高峰是揮聯軍派出七百人閃電攻擊，攻陷拉祜軍在萊朗的據點。彝璧被 

迫撤退，軋軛見機暫時與揮聯軍合作，接著帶著他的兩百多拉祜族聯合黨的軍隊退到泰 

國的猛那村附近。 



與此同時，老蘇爲軋軛的一些部下所殺，將他的頭交給泰國當局領赏，因他的頭賞 

格很高。泰國官方的報導是，他是非法進入泰境，爲泰國邊境巡邏隊所殺。 

昆沙移師萊朗，一開始沒有設永久性的基地，基地都是機動的。一處只停留幾個月， 

又移往另一處。昆沙有時與張蘇泉在一起，有時分開。他們機動地發展，機動地訓練新 

兵。在甲地點訓練第一期，接著在乙地點訓練第二期，然後在丙地點訓練第三期。 

揮聯軍對拉祜族的軍事行動，大部分都是張蘇泉主持。拉祜族對他恨之入骨，一個 

流傳甚廣的不實傳說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拉祜族突襲張蘇泉宅，將他殺死。泰國的 

一名警察中校被夾在雙方炮火中，爲亂槍所殺。 

i九八四年一月，軋軛帶了一百三十名拉祜族聯合黨軍，回到緬甸猛敦，向緬軍投 

降。他被緬甸政府任命爲該地區的人民民兵隊長。不到I年他又再度舉起叛旗。這時， 

他將組織改爲拉祜族組織PNO)。拉祜族組織於一九八五年末重新加入全國民主陣線。儘 

管拉祜族組織比以前的拉祜族聯合黨勢弱，軋轭還是拉祜族運動的領袖。 

另一方面，緬共支持的彝璧繼續在撣邦的東南部的拉祜村落活動t勸誘他們的支持。 

他的這種活動受到緬軍的破壞，緬軍向猛撒到景棟之間的拉祜族村落進行了一連串的攻 

擊。數千名拉祜族難民逃往泰國。彝璧的工作無法進行。 

彝璧也依然反對昆沙。一九八五年，彝璧與艾小石聯合對抗昆沙。彝璧離開萊朗後， 



回到邦桑的緬共總部，於八五年在萊朗爲人刺殺。死後其部隊完全爲緬共吸收。 

剩餘的小股親緬共拉祜軍，爲緬共吸收。這股勢力，得到佤族的增援，於一九八九 

年企圖重新攻佔昆沙軍在萊朗的據點。這時緬共發生內亂，拉祜與佤軍的聯軍分裂。(麥 

見第五幸第一三九頁O > 

*泰軍攻擊 

美國禁毒局不斷命令泰國僱傭軍攻打昆沙。 

昆沙部隊雖然都在緬甸境內，但泰國幾次越界打他，兵不超過七百，總共打他四十 

三次。每一次都有飛機轟炸。II炸機四至六架，大型s炸機一架：直升機八至十架，用 

來運他們的傷兵。每次的傷亡是一比十，即昆沙兵死一個，泰國兵死十個•，昆沙兵傷一 

個，泰國兵傷十個。昆沙沒有飛機，但有地對空大砲，可以打飛機。 

泰國派了七架武裝直升機空中支援，又空運了一 o五厘米的大砲到萊朗附近的泰軍 

基地，以備陸地支援。這是泰軍第一次使用大砲攻擊昆沙。但是泰軍並沒有取得預期的 

效果。 

另一次，泰國在準備階段過度謹愼，費時太長，因而走露風聲，昆沙事先將全軍撤 

入緬境。泰軍撲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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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泰軍又與緬軍約定夾擊昆沙。緬軍派出兩千軍隊和第三軍區的空運部隊，封 

鎖昆沙在萊朗的基地。另外，緬軍還派出八百名攻擊淸萊府梅占縣附近，緬甸境內的昆 

沙滿彭海基地。 

緬軍最後與克倫、揮、帕奧、克欽、麼些、和阿拉罕等少數民族的部隊，在淸萊、 

夜豐頌和淸邁附近的緬境內的八個戰場交手。而且，還有一千緬軍和挑夫進入克倫族聯 

盟的瑪納坡(Mannerplaw)總部二十公里處，準備發動攻擊。 

所有少數民族部隊都衝破包圍，安全撤往別的基地。 

1九八三、八四年，昆沙軍與萊朗緬共已打了幾次仗，泰國的僱傭軍也進攻了昆沙 

的基地之一莫色圭。 

昆沙吿訴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記者說，他被暗殺的次數有四十二次之多。 

•壯大 

|九八三年初，昆沙已經成立了正規部隊，擁有四千人，還有一萬名後備軍。後備 

軍要進行正常的田間勞動。服役期間是四年，徵召的士兵是十四至十六歲的年輕人。在 

服役期間沒有休假，免得往返途中冒風險。每人每月餉銀五美元，陣亡就發給他家人二 

十美元。將領和軍官略多，還允許他們做生意。昆沙當時最推崇的是毛澤東和胡志明， 



與他以前所說的華盛頓和蔣介石不同，可能是他此時正吃美國人的虧，反美心情使然。 

昆沙認爲他政府的收入光靠鴉片當然是很困難的，所以他必須改弦更張。他們還做 

玉石生意，老百姓也納稅，但是稅額不高，因爲屬下老百姓都是窮人。他的徵稅法是農 

民上緻實物，如雞、豬、玉米、水果等。除此之外，凡是通過他們地界的商隊，不管是 

從泰國來的，還是到泰國去的，都要繳稅。 

同年揮聯軍七百多名特攻隊突襲萊朗的拉祜據點，彝璧軍五人被殺，七人受傷，彝 

璧與緬共聯軍強力抵抗。昆沙發動了幾次非常成功的攻勢，與彝璧多次衝突，他和軋輾 

合作將彝璧率領的緬共的一千五百名部隊趕出萊朗，七月昆沙佔領萊朗。次年末，昆沙 

占領了從邊境深入挿邦內部的戰略要地，其中包含薩爾溫江以東通往泰國的所有主要馬 

幫要道。 







賀蒙在猛邁附近，其義爲新鎭，距泰國邊境七十公里。乾季時從泰國西北夜豐頌乘 

車約兩個半小時到泰、緬邊境是一個半小時，從邊境到賀蒙是一個小時。 

它位於一千七百公尺的山區，地形爲一狹長谷地，長七公里，寬一公里多。 

滿星ft經過美斯樂、孟安、孟芳、孟白，十餘小時可到此處，全程都是在泰國境內， 

可以乘車，無泰國正式身分者通常都走此路，因爲邊防檢査比較鬆。 

賀蒙是走私孔道，兵家必爭之地。 

*賀蒙的開發 

羅星漢曾在猛邁建基地，他因擋不住克倫族聯盟軍支援下的揮邦軍的進攻而放棄。 

他本人也是在此附近被泰國邊警拘捕。 

七二年，撣邦軍領袖昆加努和昭贊良瑞在此建立了新的基地，作爲防止緬共的安全 

退路和對外聯繫點。 

撣邦軍東派副主席赛咬也曾在此住過幾年。 

揮邦軍的政治組織揮邦進步黨因爲緬共和武器供應政策分裂爲南北兩派。北派以賽 

銘昂(sai Mys-t Aung)爲首，投共：南派以賽潘(sai Pan , |名朋泰}爲首，反共，以此 

爲總部。他們本想把它發展成模範住區，但是因爲水源不足，居民呈飽和狀態而作罷。 



七九年，赛潘失踪，據傳是爲昆沙部下或緬共派人在夜柿刺殺身亡。揮邦軍南北兩 

派均紛紛另覚出路，勢力都大爲減弱。 

八三年三月，昆沙領導的蒙泰軍主力從萊朗侵入揮邦進步黨的猛邁盆地南方總部， 

揮邦進步黨主席召鎖蘭撤軍過薩爾溫江，至其第二中隊的基地孟班。 

八三年，昆沙與召光正結盟，攻擊撣邦進步黨總部，占領了猛邁及其周圍地區。 

昆沙接著占領了揮邦進步黨與全國民主陣線內的帕奧、佤和拉祜各族在泰國邊境的 

基地全部，導致召鎖蘭內外交困，極端失望，乃下令他的部隊攻擊泰國邊境的巡邏隊， 

殺死三名泰阈邊警，退入內地，爲第二中隊司令召占毛(saozam Mai)拘捕，罪名是 

喪失猛邁。召索蘭逃走，於六月二十一日向緬甸政府投降。揮邦軍喪失了猛邁，宣吿解 

體。 

昆沙初到賀蒙時，該地只有十四戶人家。先由他的部將梁仲英師長管轄。昆沙後來 

將它建爲總部。治安做到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沒有警察，沒有謀殺和暗殺事件。如 

果發生糾紛，由地方處理。人稱世外桃園，除了昆沙部隊家1外，四方漢、揮及其他民 

族，聞風而至。一九九一年夏天，約有五百戶住家，五千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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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賀蒙鎭中心是市場。其中建築有房頂而無牆壁，大半露天。 

拂曉不久，市場中間大道，已熙來攘往，擠滿了行人、牛馬、卡車、自行車和摩托 

車。有運貨來资，也有遠來採購的。貨物不全是提在手上，更多的是頂在頭上，扛在背 

上，和袱在馬上。買賣雙方的服飾多非現代文明產物，偶而還有長頸族的婦女進出。 

攤位上的貨物應有盡有，物價亦廉，例如洋菸比曼谷機場免稅店還便宜，可見是走 

私品，便宜是因爲節省了房租和人工費。酒多爲中國產，但沒有鴉片和海洛因。 

住房沿市場四周而建，規劃齊整，呈幾何圖形。市場附近住家很多也兼售貨品，有 

的人家還擺出桌椅，做起飮食生意。 

招待所離市場較遠。牆壁由柚木板拼成，縫隙很多，工藝水平不高。浴室連廁所， 

裏面有供自來水，但是時常斷水，由勤務兵遠處挑來。晚上六至十時供電，用於院子裏 

的一架可以收看r大耳朶」節目的電視機。到了下午六點鐘，管理員愼重其事開鎖，院子 

裏很快擠滿一、二十人，如同露天電影院。節目有泰國、緬甸、中國及馬來西亞的衛星 

轉播。大家似乎不喜歡新聞節目，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事件與他們關係不大，倒是香港 

武俠片和美國戰爭片，極受歡迎。 



主要軍事設施在猛邁，距離賀蒙二公里。它有新兵訓練中心、幹訓班和指揮官辦公 

處的花阑農場。 

賀蒙附近的土地免費提供開墾。昆沙爲鼓勵移民，還給新客造屋。居民不收所得稅， 

只有運貨出入境時才徵收過境稅，稅率是一頭牛四十銖(泰幣二十五銖等於一美元)，一頭 

牲口所帶貨物，不問內容，一律一百銖。另外，從臘戍來此，需經薩爾溫江，過水費一 

人I銖。 

賀蒙居民爲節省糧食起見，包括高級幹部在內，每天只吃兩餐，早餐是上午八時， 

晚餐是下午四時。幹部只靠薪水不足以糊口養家，所以人人都兼副業，做各種買資。 

*醫院 

寶蒙醫院建在半山腰，設備非常簡陋，大病肯定是治不了。作戰嚴ffi受傷的士兵都 

送淸邁大醫院。裏面有一些病床，病人多半是瘧疾患者。 

九一年我去參觀時，院長是臘戍的揮人，曼德禮大學醫學院畢業。略通漢語，漢名 

鐘立民，他吿訴我說，他之來此，一是嚮往革命，二是他的家鄕正處戰火，隨時有生命 

危險。他說賀蒙是他所住過最安全的地方。另一名醫生是中國大陸的大學醫學院畢業的 

醫生，一直兼任雲南省的政協委員，因六四事件，徒步數月至此。因泰國護照可以用錢 



&沙-金三角傳奇 -2 7^0 

買。我從賀蒙出來到泰國夜豐頌時，在昆沙駐夜豐頌聯絡處，我又遇到了道位中國大陸 

來的醫生。聽他口吻，似乎已拿到泰國護照，很快就要他往。 

*佛寺 

猛邁佛寺是賀蒙最精美的建築，寺名r耶速的」。寺內客房比招待所好得多。九一年 

四月二十八日，住持授職，從泰、緬邊境和泰國來了千餘人，其中包括夜豐頌府府尹派 

來的一位副縣知事。他們向和尙敬禮之前，先到指揮部晉見昆沙，因當時昆沙忙於揮邦 

各派的整合工作，要滿兩百人他才接見。因此，指揮部前面排了長龍。道種镫象與昆沙 

在外面世界的惡名正成反比。 

•學校 

九一年時，賀蒙及其附近有四間小學，分別是培德，從幼稚園至六年級，有學生一 

百四十人：海育，從幼稚園至五年級，有學生一百二十人•，賀蒙，從幼稚園至四年級， 

有學生一百多人：班詩別，從一至四年級。小學以揮語授課。距賀蒙車程四十五分鐘有 

宏邦高級職業學校，包括國民中學I至二年級；綜合農科及綜合商科，等於台灣的三年 

制專科學校，以中文上課。學生多穿制服。高職畢業已經有泰文初三程度，所以不難找 



到工作。學生入學年齡沒有限制。校長是趙夢雲，但是他一年在這裏只有三個月，其餘 

時間東奔西跑。它的正式住址是設在夜豐頌府，董事長爲泰國華僑潘子明，黃埔軍校十 

九期生，曾當過泰北餐察副總監，特別上校，他也是曼谷中文中學(準備成立大學)的董事 

長。 

宏邦高職的籌備由楊恩才負貴。他家雖在滿星叠，但因在此工作，所以長期住在這 

裏。 

*戒煙所 

張蘇泉對其所轄的部隊軍人，嚴格禁止他們吸毒，逮捕到吸毒者，一律送到煙毒勒 

戒所。若勸吿三次不聽，且自己已立下r以後看到我抽鴉片，殺我」的字據，經過軍法小 

組審査以後，處死！然而事實上，這是指情節嚴重者，不但自己吸毒，還慫恿其他人吸 

毒，爲了殺雞儆猴，只好抓一個來槍斃。 

這些嚴格的規定，只限於現役軍人，老百姓仍可自由吸食和買賣鴉片，但不准賣毒 

品給軍人抽，抓到也是處死。在家裏只准年紀大的人和有病的人抽，在家裏抽，不准給 

第二個人抽。 

昆沙的防區不准種鴉片。爲了鼓勵民衆戒毒，他們設了煙毒勒戒所。那是兩三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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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房舍，房內三三、兩兩、或坐或臥的毒犯，不遠處的廚房裏有的砍柴，有的升火，由 

於勒戒過程中食M特大，一天二十四小時，任何時候，都允許取食，但必須自己燒煮。 

這是完全開放的勒戒所，並無森嚴的警衛，僅有一位負寊監督的軍官，然而卻沒有人敢 

逃跑。 

後山有一問專門治療毒瘛大的吸毒者的禁閉室，通常第一天被送進勒戒所的都得先 

關進這裏觀察三、四天，待病情控制到一定程度後才放到外面的開放式營房裏•，而勒戒 

成功後則全部放回自己的工作_位上，並無其他的處罰。 

幹訓班的朱敎官說，勒戒不是簡單的事，I不小心就會死人。爲了照顧他們，幾乎 

天天都要派醫宫到勒戒所去爲每一位勒戒者診斷身體。 

*蒙泰軍 

揮邦地廣人稀，有人民就有財源和兵源。昆沙對他控制的老百姓寅行徵兵，以家庭 

爲單位，三丁抽；，五丁抽二。他的兵源，除了義務兵之外，還有招募的職業兵。他的 

兵員有拉祜、阿卡、伍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小孩。 

八o年代時昆沙的部隊雖與國民黨的李文煥打得死去活來，但是有一位外國人很驚 

訝地發現，昆沙和泰土革命委員會(TRC)的領I話，特別是在商業來往時，一般使 



用中國話。泰土革命委員會與揮邦軍最大的不同點是，前者要求揮邦的所有其他種族都 

參加它的軍隊，而後者是純粹撣人的組織。 

昆沙部隊中有許多是孤兒。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記者湯姆•賈里爾在賀蒙報導說： 

「他{昆沙)的願望就是法律，各種資源供他支配。他徵調八歲的兒童當兵，把他們從家裏 

送往新兵營。昆沙養兵，像農夫種玉米，是從小養大。營中有七百名兒童兵。昆沙說十 

六歲之前不會送去打仗。有人說，他們的家庭送他們來此是因爲貧窮。軍隊就是他們的 

家，昆沙是他們的監護人，他們的父親和他們的未來。」他又提及昆沙說當這些兒童兵 

長大後，他將使用他們像希特勒使用他的軍團一樣。 

我認爲，山區別無受敎育的機會，當兵可能是脫離貧窮和單調生活的唯一機會。有 

些窮人在衣食不周的情況下，將兒子送給昆沙，旣節省家中糧食，又可使兒子受敎育。 

所以應該也有出於自願者。 

一九八七年軍總部武裝有一萬五千人，有槍的民兵約五千人，受過軍訓有普通軍事 

常識可隨時動員的後備兵有兩萬人。正規軍後來增至二萬五千人。新兵結訓後，有的分 

發前線，有的被派去建水灞或搶修因雨季破壞的路面。 

賀蒙的民家隨時都可以看到掛在牆上的卡賓槍，他們都是可以隨時動員的民兵。軍 

隊基層單位是分隊和大隊，分隊是十五人，大隊是一百五十人，總隊四百五十人。每人 



五百銖，三包米，兩件大布(可做兩套衣服)。 

僅養兵的糧食費年需一千五百萬銖，若包括所有費用，年需二億銖。 

禪人的階級和職務不分。昆沙亦行此制。師長沒有建制部隊。撣人叫中校。師長是 

地區性的指揮官，視地區大小，有的師長指揮五個大隊，有的師長指揮三個大隊。師長 

全靠經歷，故一般由年紀比較大、有經驗的人擔任。 

昆沙直接控制的蒙泰軍部分有好幾個控制區，因此有好幾個師長。華裔的師長有四、 

五個，撣族有四位，佤人還沒有做到師長階級的。 

中隊七十至一百多人，分隊等於國民黨部隊的班，約十多個人。大隊有一百二十個 

人。除大隊長外，另有副大隊長，帶領五十人。 

仰光民運失敗，有的學生到賀蒙，要求接受游擊訓練，昆沙先向他們介紹這裏的生 

活艱苦。要想當官，因爲國家還沒有成立，這裏的官都不是眞正的官。要想發財，也沒 

有。如果不如預期理想，要離開，也絕不勉強。有些人來了，看看不適合，昆沙發給他 

路費，就讓他回去。結果大部分都回去，只有一小部分留下來。 

昆沙陣營裏大學畢業生很多。有仰光大學、東枝大學畢業，他們多半是揮族。他們 

之中也有帶兵的，但都從最基層做起。 

蒙泰軍士兵的月薪是六十銖0 一點四美元T賀蒙小學的敎員是五百蛛(二十美元)，宏 



邦高職和醫院院長只有六百銖0 1十四美元)，中學敎員因是外聘，稍高，爲二千銖(八十美 

元)。這些人每月另有補貼三十市斤的米，不夠吃時可以酌量增加。除此，士兵另有副食 

費每月九十銖，由食堂集中處理，故士兵每天只能吃到三銖的菜。 

•武器走私 

泰國的武器走私，涉及柬埔寨、寮國及其他國家，每年有上億美元的交易。 

除了飛機之外，幾乎所有的武器都可以在泰國的黑市市場買到，計有八一砲、火箭 

筒、M-十六步槍、中共製AK-二二步槍和地雷。 

一九八六年七月的武器黑市價格：M-十六爲四百五十美元，AK'一二爲三百美 

元，子彈一發爲一角五分。 

中共製多半是從寮共和紅色高棉(赤棉)手中取得，中間人常常是泰國高級軍官。 

赤棉大量出售中國援助的武器，由泰國高級軍官經手賣給緬甸叛軍。昆沙入手不少。泰 

國政府因泰、緬邊境的各種部隊，具有防共的功能，對他們的購買武器，可能是半官方 

的政策。 

重型武器以拆解分散進口爲主。 

賀蒙有「剌式」{stinger)和森姆式(SAM}地對空飛彈，雖不十分精密，但對低飛慢速 



飛機還是有效。故緬甸飛機不來貿漀投炸彈或噴射落葉劑。 

緬軍的武器大部分是依西德弗里茲•維恩納(Fritz Werner}公司執照製造，它的G 

'一和G-三自動槍砲旣重又常堵住•，叛軍的武器是中國製的AK-四七和美製M-十六、 

M -七九、大砲和火箭筒。越戰期間，這些武器到處都是，尤其是柬埔寨衝突，這兩類武 

器都是被由雙方支持的軍隊偷偷賣到黑市，只要出得起價錢，自有人把貨物送上門來。 

*控制區 

昆沙的控制區很大，但駐軍的地區不一.定就算是控制區。其部隊的地區像下圍棋一 

樣。他們與敵人是播合的，有些地區的地下組織是昆沙，公開組織是緬政府兵，即緬甸 

的自衛隊。這種地區就很難算是緬軍的地區或游擊部隊的地區了。 

昆沙的頭號敵人是緬甸政府，第二號敵人是緬甸政府的自衛隊，它們算是獅軍的外 

圍部隊，與緬軍勾結的部隊，算是半個敵人了。除此，揮邦現在等於沒有其他的武裝部 

隊。揮邦軍的大部分已與昆沙合併。 

從八四至八六年，昆沙繼續擴展，所向披靡，直到泰國和緬甸軍對他在萊朗邊境地 

區的堡壘進行相互配合的聯合攻勢。我到賀蒙時，住在招待所，晚上廣場的電視機放映 

萊朗作戰的錄影帶，中間有飛機II炸和掃射的鏡頭，我問同觀的士兵那是何處來的飛機， 



他答說是泰國飛機。 

•税收 

經過賀蒙的貿易商全是走私客，若非從緬甸運送鴉片、玉石或其他貨物到泰國，就 

是將泰國的日用品運往緬甸，走私愈多，他的稅收愈豐。 

昆沙在鴉片方面的收入不得而知，但是據他於一九八七年吿訴馬丁•斯密斯說他控 

制金三角鴉片三分之二計算，其收入應該相當充足。他在那年說他一年可以經手一千噸， 

因此保證其泰土革命委員會軍備將可迅速增購大量的現代軍械，包括從泰國黑市買來的 

森姆式飛彈。 

事實上，據我在賀蒙所見，昆沙個人的生活不見得十分奢侈，他與其他人一樣是一 

天吃兩頓飯。不過他能養那麼多軍隊，所費不貲。 

他合法的最大一筆收入應該是徵稅。在金三角的叛軍控制區，向黑市貿易徵收百分 

之五至十的稅金是常規。各叛軍之間時常爭鬪，主要就是搶奪稅收的地盤。 

除此，他的主要財源是過境的揮邦和克欽邦的出產。遠從孟加拉趕來的牛群、克欽 

邦出產的玉、克倫邦出產的柚木，以及從泰國運入緬甸的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只要經 

過他所控制的地盤或關口都需繳百分之五至十的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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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收入靠出關稅和入關稅、鴉片、牛、木材、寶石、玉等過境稅收來維持部隊， 

有時候經濟困難，士兵領不到副食費。 

*玉石 

按緬甸法律，寶石和玉都是國有，不准私人開採和販賣，而且每個磺區都有緬軍保 

護，但是何以會有那麼多的緬甸玉和寶石流入泰國黑市市場呢？原因是看守的緬軍腐 

敗，他們白天倒還認眞看守，到了晚上人少，就鬆散多了。商人們只要付四至五千銖泰 

幣二百二十美元搭看守軍的指揮官，就可以買一晚上的採礦權。 

運送寶石和玉，最凶險的地段就是泰、緬邊境。那裏有土匪、逃兵和各種大小股武 

裝部隊，專劫走私商人。走私者通過武裝部隊的領地時都需納稅，由他們沿途保護至安 

全地區，也有些人只納稅，自行運到泰境的。 

緬甸除了大城市以外，鄕村或山區幾乎都控制在反抗緬甸的叛軍手中，走私的人要 

設法混過好幾重叛軍的控制區，才能從產地運到泰國。一路上，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一 

般說來，玉石運入泰國由淸邁的四大公司接手，它們是邱恆盛、聯友、益群和馬家。這 

四家公司是玉石的中間人和仲裁者。 

商人將玉石寄存在這四家公司，絕不會被搶或被騙，他們以實力和信譽爲顧客服務。 



昆沙控制了猛戍的一些寶石場。他的玉石的品質較差，但是容易大量銷售。賀蒙有 

寶石廠，雇用了上百人，專門做玉石和寶石加工。據《遠東經濟評論> 估計，昆沙每日 

玉石和寶石的收入約爲八萬美元，對象是所有東南亞的商人C它現在還大量招募玉石技 

工，做玉裝飾品加工，通過泰國出口。據報導的一個極端例子，昆沙的玉石工廠出產鑲 

有優質玉石的女靴，在倫敦以二萬美元的高價出售。 

他們在夜豐頌和淸邁都有玉石店。我在夜豐頌見聯絡處的人，與運玉的商人交易， 

不用收據，只憑口頭一句話，就可以把一大把錢從夜豐頌匯到臘戍，使我大爲嘆服。 

泰國的外交手腕髙明。它不出玉石，但是泰國在玉石和寶石方面，賺了不少外匯。 

這些都是經過昆沙控制區出去的。因此，泰國不能對昆沙太過認眞，太認眞的話，昆沙 

控制區的玉石和寶石就不會出來了。錢也就賺不到了。這個錢本來不是泰國的，卻由泰 

國賺這個外匯。 

揮邦的走私客賣了玉石後，還要買泰國貨帶回揮邦。他們的錢仍然留在泰國。 

*柚木 

撣邦多柚木，木材要從緬甸境內出口，運費太高。薩爾溫江兩岸的柚木，因爲交通 

不便，I直沒有開採。緬甸政府主動找昆沙，同意他們開採這些木材和徵稅。 



泰國和其他國家的木材公司爲了做這些生意，要造橋，一定得跟裏邊有一呰關係的 

人接洽才搭得起來的。它們向緬甸辦申請。從事這種行業的泰國公司計有四十多個。 

木頭進入泰國邊境時，由緬甸政府徵稅。揮邦的木材在泰國只是過境，限制很嚴的， 

不可以在泰國出售。一定要直接運到泰國碼頭，因爲這些是出口的物資。 

昆沙在淸邁的聯絡人姓李，是昆沙五叔的女婿。他在滿星#的大同中學畢業後，到 

台灣念H專。他在台灣的這段期間，找了同學和同學的家長投資成立公司，無形中變成 

昆沙與台灣商人的橋樑。李的公司雖不是昆沙的公司，但是李是昆沙圏體的人。通賀蒙 

的馬路最初是李的公司開闢的。那時只有他一個公司，以後則有好幾個公司。 

李的公司算是外資公司。他們也是向緬甸政府辦好手續的。他不用自己的名字，而 

利用其他股東的名字。但是不能用台灣，因台灣與緬甸沒有邦交。因此，李的公司等於 

是台灣人來投資，與泰國的李合資，在緬甸辦手續。與緬甸交易的泰國的這種木材公司 

有四十多個。 

木材是昆沙財政的一大筆收入。 

昆沙組織裏邊，有管稅務的人，也有管財政的人。 

國際環境組織認爲砍伐熱帶雨林會影響世界氣候變化，勸止緬甸政府停止砍伐抽 

木。緬甸政府受到這方面的壓力，終止了新木材公司的開採申請。 



*秘密關係 

昆沙在揮邦的活動範圍很廣。緬軍雖然到處打各族叛軍，但是對昆沙似乎手下留情。 

因爲走私者給緬軍的回扣是很大的，而且傳說昆沙給緬軍提供其他叛軍活動的情報。他 

個人由於從前自衛隊的緣故，與緬甸的高級軍官有很好的關係。 

昆沙以半個漢人提倡揮邦革命，是受外面的人攻擊的口實。昭贊良瑞的妹妹就拿這 

個問題大作文章。我另外在英文書上，也看到有人引述揮人的話說昆沙是r萊莫華人」， 

不能代表撣人。 

*勾結 

昆沙吿訴來訪的美國記者荷丁 •卡特三世(Holding Carter 15說，「我以性命同你打 

賭，泰國從首相到私人公司，他們都在做這種毒品生意。J他也在昆沙營中看到來訪客人 

的留影中，有穿深藍色制服的泰國黑豹隊隊員。「他們來看我在做什麽。」昆沙向卡特說。 

卡特進入賀蒙途中，經過泰國邊境檢察站時，領路人叫他戴上太陽眼鏡，如果被阻 

時，就回答說是爲美國紙廠來看木材的。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曰 <紐約時報》載泰國軍方多參與毒品貿易，它轉述一位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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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官員的話說，有一次他參加一個禁毒會議，他發現一位參與金三角毒品運輸的泰國 

高級軍官也赫然在座。這些軍人不僅涉及毒品買賣，也經手赤棉的柚木及寶石出售。 

*紙上戰爭 

八七年一月三十日，曼谷《民族報》發表了 一張照片，上面是美國大使威廉•布朗 

{William Brown)交一張一千八百萬美元的支票，給一位微笑的麻醉品管制委員會的官 

員。 

隔了不久，曼谷的報紙報導，緬甸政府軍已攻擊昆沙賀蒙總部，傷亡甚重，而且緬 

甸允許泰國軍隊進入緬境窮追昆沙。三月中，泰國軍事當局宣布，攻昆沙之役大功吿成。 

但是，同年四月，一位訪問賀蒙總部的外國人驚異地發現，軍營毫無損傷。他問起 

最近的戰事，昆沙笑答，r那個嘛！它是一場紙上戰爭。」從此，美國對泰國的態度轉趨 

強硬，並以批判眼光待之。 

八七年二月底至三月初，泰國國防軍淸剿昆沙部隊不成，雙方進行談判。張蘇泉爲 

昆沙這邊的談判負责人。 

泰國特攻隊在一九八七年二月的幾個星期的攻擊中，占領了沿著邊境十六公里的昆 

沙的三十個戰略高地。同時，約有三百名緬甸正規軍移入，阻其轉進之路，迫使昆沙不 



得不暫時疏散賀蒙總部。 

*禁毒計劃 

昆沙一九七五年向美國提的六年計劃，經過了十二年，通貨膨脹已增加五倍有餘， 

若美國現在答應當初的條件，則援助額應爲十三億七千五百萬銖以上。 

昆沙何以在那時向美國政府的代表提出批發鴉片的提案，除了政治宣傳的意義，從 

經濟上可能是想打破泰、緬政商壟斷，讓鴉片利益直接落入農民和揮邦游擊隊手中。 

他對外發表說他正在實行六年禁毒計劃。例如，嘗試改種芒果等其他植物。他在勸 

導人民不要種鴉片，因此他們建小水壩，幫農民改種其他作物。 

至於他的收入因鴉片稅收減少，就從動物、植物去開發，只要合法的生意他都去做， 

揮邦蘊藏的紅、藍寶石資源豐富，他正在開發珠寶的生意。 

*人權 

張蘇泉對本書作者說，他的部隊官兵生長和活動的地區，是一、兩百年前就盛產鴉 

片的地區。解決鴉片問題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根除鴉片，另一個是讓世界各地的人不 

吸毒。揮邦很多地方是石地，水利和交通都沒有，要他們不種鴉片，得先解決他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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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他說他們願意無條件協助國際禁毒協會，若國際禁毒協會要拿錢來改善人民的生 

活，叫他們改種其他農作物的話，這錢可以直接拿到老百姓的手裹，不必給昆沙轉交。 

他們也願意負資建禁毒醫院，除了緬甸政府負責安全以外，有些地方可由他們山上的部 

隊負貴安全。 

他又說，凡是人都應有基本人權，不能說強盛的國家才有人權，窮的國家、講不上 

話的國家就什麼權都沒有。若眞講人權的話，就不能只有某些有錢國家吃得好，高高在 

上，天天喊人權，而那些貧窮落後的國家，沒有飯吃，就快餓死了，也沒有那個人替他 

講人權。 

趙夢雲也附和說，緬甸政府對於美國和英國迫使緬甸老百姓禁毒，只是敷衍了事， 

因爲緬甸政府解決不了老百姓吃飯的問題。不准老百姓種鴉片，他們沒有飯吃，就會打 

政府。緬軍利用美國提供的直升機進行淸剿揮邦游擊隊的軍事行動，還從空中噴射除草 

劑，名義上是淸除耨粟，結果造成農村人畜生病死亡。 

波德文擔任昆沙政府揮邦人權委員會的主席，是其人權攻勢的一部分。 



*波德文 

七o年代末，波德文生意失敗之後，準備在泰國邊境的大其力地區組織反抗軍，但 

沒有成功。 

他無法在邊境組織部隊，所以他參加颶於索演達的團體。他有一段時間，與揮革命 

聯軍召光正聯合，企圖在邊境成立部隊，但是不成，乃輾轉在邊境區域各地留連，後投 

效東部揮邦軍召占毛。 ■ 

七八年昆沙開始號召所有不同的幫派團結，聯合對抗緬軍，波德文也參加了會議， 

八一年他嚮應緬甸政府大赦號召，回到原籍地，後來在克倫尼邦首都萊考經營小吃店。 

九一年昆沙又再度號召。波德文和許多其他幫派都參加，發現昆沙做到了大家想做 

而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波德文理解到應該第二次回來，參加昆沙的部隊。當他決定回 

來時，中間花了I年的時間。 

他響應昆沙的號召，參加東部揮邦軍召占毛的代表團，於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到達賀蒙，他是揮邦軍的代表團的成員之一。 

波德文來後深受昆沙禮遇。他在賀蒙當揮族人權基金的執行成員，該基金是他於一 

九九一年創立的。他也是其財務主任，他是泰土革命委員會的顧問，經常參加會議。他 



因爲年長，是敎父，很受尊敬。九三年當選爲揮邦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 

波德文的來歸代表了揮邦反抗運動傳統的薪火相傅，被昆沙最後繼承。 

波德文總共結婚六次，有七名子女，二男五女，其中有四個住在臘戍。大女兒住故 

鄕，他們大多是商人o (麥見第四聿第一二五頁，第五幸第一四六頁。> 

*兆素萊 

揮邦進步黨的另一位領袖兆素萊(sao Hso.laeM來投靠昆沙。他與波德文一樣，出 

身綠林，後來投揮邦獨立軍昆加努，隨後加入新成立的揮邦軍。當昭贊良瑞組織揮邦軍 

第I軍區時，正巧碰上緬軍創立自衛隊。他禁不住誘惑帶來五百人，企圖請緬軍協助其 

成立自己的自衛隊。但因昆沙是揮邦所有自衛隊的實際總頭B，不批准他的計劃，他帶 

去的五百人又陸續潛回揮邦軍，導致其計劃全盤落空。 





•佤族民族主義 

佤族一直不服英國殖民政府。五o年代南北佤邦由孟冷、納維和永廣的三位受過敎 

育的土司支配佤邦事務。在此期間，緬甸的自由聯盟政府對李彌軍與中國邊境人民解放 

軍的重兵，一般都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 

六o年代初，當時經國民黨軍第二次撤台，李文煥的第五軍和馬俊國的第一獨立師 

的數百名情報人員沿著雲南邊境設置監聽站，同時流入台灣大批資金。他們招募了數百 

名佤族、拉祜族和揮族士兵，開始過界到中國境內進行破壞活動。 

揮化佤人波蒙發動揮邦叛亂，佤族的民族主義者尊爲佤族反抗運動的始祖。他的組 

織非常鬆散，無訓練也無紀律，但是對襲擊緬軍，英勇異常。 

若干伍人，如孟冷的土司之子召能(sao Noom}參加揮邦軍。緬軍反擊，將納維和孟 

冷佤人的武裝解除，但是較遠的永廣在麻哈散和他的哥哥麻哈光(Maha Khoung}領導下 

激烈反抗，打退緬軍。 

到了六o年代，中共由林彪得勢時期，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到中、緬邊境 

的佤邦村落發展組織。這些人於一九六五年放棄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而改口自稱緬甸共 

產黨。由於一些村莊不歡迎國民黨殘軍，所以這批中國共產黨扶植的新緬共，最初在佤 



邦的發展相當順利。 

1九六八年中共〈人民曰報》大幅報導緬共領袖德欽丹東(Thakin Than Tun)的 

事蹟，激起中國西南T-鄕知靑的世界革命熱情。從此年起下鄕知靑及昆明各中學學生紛 

紛經滇緬公路前往揮邦，總人數約三百人。例如，緬共人民軍一 o三部隊除上層幹部外， 

營連以下全部都是中國知靑組成。 

中共支持彭家聲等人帶了緬共進入果敢，接著入軍佤邦之後，緬甸管轄權事實上已 

到達不了佤邦。 

*麻哈散 

麻哈散原是永廣的土司(酋長)。一九六九年一月，麻哈散帶了他自己的親戚和部隊共 

八百五十多人拿著各種武器，向昆沙一樣到丹陽向緬軍表忠。麻哈散的永廣自衛隊是揮 

邦的第三大自衛隊，僅次於羅星漢的果敢自衛隊和昆沙的萊莫自衛隊。他的自衛隊後來 

成爲羅星漢果敢隊的中隊，約有四百人。羅星漢多次令他保護鴉片馬幫和征剿緬甸政府 

的叛軍。 

隨著自衛隊的擴大實行，佤邦各地小酋長紛紛響應政府政策成立自衛隊，山頭林立， 

各自爲王。 



麻哈散和其他佤族土司在一九七二、七三年奈溫決定解散自衛隊之前，已爲緬共逐 

出伍邦。他們與羅星漢和昆沙一起潛入地下，並與揮邦軍的政治組織挿邦進步黨結盟。 

麻哈散帶了他的家人和數百名軍人來到泰、緬邊境，定居在揮邦進步黨的接近猛邁的南 

部基地，並於一九七六年七月建立佤族軍(^NA)。他與揮邦進步黨和全國民主陣線密 

切合作，慢慢地開始形成一股勢力，企圖重新打回佤邦。一九七八年，剛成立的佤族軍 

又遇到困難。撣邦進步黨參謀長賽占夢在失踪之前，見了麻哈散，並吿訴麻哈散說，他 

現在與緬共結盟，以便自中國取得武器，所以他已無法幫麻哈散的忙。此外，他雖然不 

掩飾他對緬共的不信任，但是他說緬共的政治局答應，等局勢稞定之後，揮邦進步黨最 

後可以以革命戰友的身分回到佤邦管理佤邦。因此，佤族軍的軍隊如果想回家，就必須 

參加揮邦進步黨的部隊。 

赛占夢的最後通牒使佤族軍分裂爲幾個小幫派，其中麻哈塞和支昂脫隊帶著他們自 

己的部下加入揮邦進步黨，並在一九八o年大赦時，與羅星民的原羅星漢果敢自衛隊殘 

軍一起向緬軍投誠。 

麻哈散後來投到李文煥下面。自衛隊解散，他參加揮邦軍。七七年他創立佤族軍， 

爲克倫族接受作爲全國民主聯合陣線的一分子，但是不久，他投在召光正旗下。八二年， 

他又重新投入李文煥的懷抱。麻哈散自己搬到秉龍，住到召光正的揮革命聯軍總部，企 



圖重整佤族軍。 

麻哈散是佤族組織和佤族軍領導人，I直都在鼓勵佤族起來反抗緬共。 

佤族軍在泰國有將近一千名兵。八九年十一月，大部分參加了緬共，而組織佤邦聯 

合黨GWSP}和佤邦聯軍cWSAr佤族聯合黨和佤族聯軍的|些領導涉及鴉片走私，但 

是年輕者政治覺悟較高。在八九年緬共內變前，佤族組織和fs族軍在佤邦沒有駐軍，全 

在泰國邊境。 

另一方面，中共到了六七、六八年左右改變守勢，成立緬共東北司令部，並明白向 

佤邦領袖表示要使用武力。 

一九七二、七三年，緬共的東北指揮部進軍佤邦，但是在此之前，佤族民族主義運 

動被自衛隊制度破壞得四分五裂，不復成形。 

數千佤人在緬共、人民軍、緬軍和泰土革命委員會當兵{麻哈散的兄弟麻哈嘉Maha 

Ja甚至於一九八六年脫離緬軍，去丹陽參加召光正的泰土革命委員會)，可以說直到一九 

八九年緬共內變之前，伍族至少參加了揮邦五個相互廝殺的部隊：緬共、緬軍、國民黨、 

泰土革命委員會、全國民主陣線。麻哈散對人說：「每個人都在利用佤兵，而且每個人 

都聯合佤族，但是死的是佤人，而且人人都怪佤人販毒。」 

一九八七年期間，繼全國民主陣線與緬共的軍事和約之後，全國民主陣線與fE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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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領袖之間取得和解，麻哈散當時在揮邦兩大鴉片勢力之間是靠攏李文煥，爲李文煥把 

守通往薩爾溫江的馬幫道，而與昆沙敵對，但仍親自到昆沙那裏談判，並與其在昆沙軍 

中服務的親弟弟麻哈佤(Mahatwar)見面。不久，梁仲英出兵趕走麻哈散領導的佤族軍。 

艾小石的一派，在死守安康山附近的揮邦進步黨和克欽獨立組織軍隊的協助下，膨 

脹迅速•，由於已成爲全國民主陣線盟軍的緬共第六大隊的數百人，前來泰、緬邊境攻打 

緬軍和泰土革命委員會，艾小石更是如虎添翼。佤族委員會一旦得到喘息的機會，立即 

派出幾個小規模的武裝隊伍，前往北部探究自己的政治聲望，同時也帶回了一些兵員。 

I些訓練佤族委員會的全國民主陣線領袖甚至聲稱，他們秘密策動緬共潜逃，人民軍的 

一些佤兵私下表示對緬共失望，這更使全國民主陣線的領袖們興奮。 

但是，當緬共內變時，泰國邊境的佤族軍一直作壁上觀。麻哈散和恨族軍的代表團 

在八九年湎共內變之後到達原緬共總部邦桑，受到的待遇非常冷淡。以趙益來爲首的佤 

軍故意使用非佤式的名稱——緬甸民主團結軍(BDSAJ——與緬軍談判停火。只有在與 

艾小石佤族委員會聯合之後，才改用佤邦聯軍的民族主義名稱。 

*趙益來 

趙益來(Chao Ngi Lai)是佤人，三九年生於北佤邦的皎衝村。他是紹興—紹帕地區 



的小土司，六八年爲緬共吸收，次年十二月隨緬共攻陷紹興，被任命爲緬共軍第二大隊 

大隊長。八九年五月趙益來被選爲_共的附屬組織，即緬甸民族聯合黨(BUNP)的總書 

記，包育昌{Pao Yo-chang}爲軍指揮官。他們兩人是八五年被選爲第三屆緬共中央委員 

會大會副代表的僅有佤人。這個組織還包括到過中國的「貴州老兵」趙邁，和六o年末 

參加緬共的中國志願軍李自如，以及緬共軍大隊長撣人的喬廷(KyawHtin)。一些七0年 

代緬共的知識分子也參加這個組織。它是緬共部隊中最強大的一支。 

緬共在佤邦的成功是非常徹底的。緬共幹部吿訴佤邦村民說，如果他們參加人民軍， 

他們就可以建立像中國的佤族自治區，而且也可以成爲解放全緬甸的先鋒隊。這個目的 

達成，他們就可以回家了。緬共的這種路線的成效是很顯著的。平均每一個佤族家庭都 

有一個成員在某一個階段參加過緬共。包括村中的民兵在內，一直都有一萬二千人伍族 

的人民軍。故佤族是緬甸二十年間最大的兩個叛軍團體之一，另一個是克倫族聯盟。在 

佤邦那種貧窮的地方，發給制服、糧食和現代武器再加上爲獨立而戰，就是他們參軍最 

大的引誘力。佤族作戰非常勇敢，過去國民黨、揮聯軍和緬軍都吸收他們。故恨族因戰 

爭而傷殘的人數特別多。僅人民軍死亡靑年就在三萬人以上。由於中共答應提供武器， 

緬共很快爭取到兩位佤族土司趙益來和包育昌的加入。佤族幹部在緬共中升遷本來特別 

慢，一九八五年伍邦只有趙益來和包育昌兩人被任命爲緬共中央委員。他們在八九年的 



緬共內變中起了領導作用。 

*緬共內變 

中共不援助緬共，是緬共全面瓦解的主因。緬共高級幹部是緬人，一直在推行過時 

的文革政策：下簡軍官和士兵是如佤、果敢漢人、克欽等中緬邊界的少數民族，雙方很 

少溝通。緬共依民族界線分成四大團體：一個在最北的克欽邦，一個在果敢，一個在寮 

國邊境附近的八一五戰區，最後一個是占緬共大部分戰鬪員的佤族。少數民族之反緬甸 

政府與意識形態關係不大。緬共控制區盛產鴉片，緬共政治一九八五年舉行的最後一次 

黨代表大會，決定嚴禁下層幹部的鴉片買賣、生產海洛因和其他非法活動，招致下層幹 

部的反感。 

彭家聲和彭家富兄弟領導的果敢的華人地區，在緬共內部自成！個獨立的團體。一 

九八九年三月十二日，彭家聲率領的果敢華人部隊，於果敢北部的助古地區揭竿而起， 

反抗邦桑的緬共中央領導，主動宣吿自緬共總部獨立，組織果敢民主黨(KDP}——^改名 

緬甸全國民主聯盟軍{BNDAA或MNDAA)，合法化後參加次年的選舉。其弟彭家富是緬 

共最驍勇善戰的前線指揮官。彭家聲的女婿是原中國紅衛兵林明賢(緬名吳赛林，cSai 

Lin)，統率緬共八一五部隊•，他們兩人都支持彭家聲的行動。彭家聲任總司令員，彭家 



富爲江西地區指揮官。同盟軍於三月十四日攻克緬共的北方總部助古。 

羅星漢自一九六八年被緬共趕出以後，於三月二十至二十一日第一次訪問果敢，但 

是這一次，彭家兄弟設宴招待他們這位老同學。有一謠傳是，彭家聲叛變，是羅星漢奉 

緬軍之命暗地向其作反正的工作。接著彭家聲等人於十四曰接管了揮邦東北部，俘虜了 

許多緬人幹部。彭家軍叛變之後，緬共內部其他的族裔也聞風跟進，紛紛起義。 

兩天後，即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彭家聲等人以鴉片賄賂佤人爲主的第十二中隊 

攻擊緬共的邦桑總部，經過短暫的戰鬪，邦桑總部爲佤族起義軍占領。接著背叛緬共的 

有因多妻被開除出黨的李忠信，前駐劫古緬共北方局財政部長劉國1，雲南景頗族(與緬 

甸克欽同族)馬夫出身的洪老三。 

緬共領導不得已逃入中國。邦桑整個總部爲包育昌控制。邦桑的佤族打出緬甸全國 
民主黨(BzdAP或MZUAP)和緬甸全國民主軍{BNCAA或M2CAA)的旗號。老朽和 

僵硬的緬族領導三百餘人紛紛逃入中國。 

佤族軍通過無線電發表聲明：「他們欺騙我們伍族地區的人民，並且通過謊言和宣 

傳，把我們拖進一場假革命。…我們佤人從來沒有向當地或外來的侵略者磕過頭。雖然 

我們在文化和文學上非常貧窮和落後，但是我們的決心是很強的。自從緬共內部一個心 

懷不軌的人奪權之後，佤族地區的人民的生活變得怎麼樣了呢？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 



人民的負擔因爲徵稅而加重，我們苦不堪言。人民在這種情況難道會不起來反抗嗎？J 

彭家富所指揮的緬共主力部隊八九三師，現駐劫古，保持原來的師名，由李尼門任 

師長，魏朝仁任副師長。 

彭家聲控制了兩千多武裝部隊，加上林明賢和另也是中共志願軍出身的副指揮官張 

芝明(额名Kyi Myint)領導一千兩百人，舉足輕重。怪不得緬甸政府和隔界雲南省的公安 

部門都要看他們臉色。 

一九八O年末，昆沙勢力大肆膨脹。緬甸政府需要I個對抗力童來平衡昆沙愈來愈 

大的力1和影響。一九八九年_共的內變來得正是時候。 

仰光立即以澎家聲爲仲介，掌握緬甸北疆的這個新情勢。在羅星漢第一次訪問果敢 

和彭家聲、前緬共叛軍及緬軍高級軍官見面數次之後不久，前緬共控制的果敢地區和俯 

瞰勸古山區就建立一連串海洛因廠。 

緬甸執政團最高領導人金昂(Khin Nyunt，正式官銜是執政團第一書記T由羅星漢 

帶領親自前往滾弄與彭家富見面。金昂送了五十萬盾，兩輛汽車和糧食勞軍。果敢軍答 

應停火。 

次年，彭家聲的軍隊參加緬軍攻打北揮邦貴街緬甸勢力最大的叛軍，即克欽獨立軍 

(KIA)的據點。雙方都無意久戰，經談和後，克欽獨立軍答應不干涉彭家軍在其控制區內 



的收購鴉片活動。 

經各方證贲，金昂支持彭家聲在他控制區內的販毒、林業和寶li等商業活動。九o 

年中，傳說彭家聲與果敢土司楊家的殘餘勢力有過衝突，彭家聲有緬軍支持，楊家不敵。 

次年一月二十八日，彭家聲舉辦一次火燒鴉片表演，有美國禁毒局和聯合國官員在場。 

•乂小石 

艾小石(Aye Shaw swe)爲佤邦元雷土司之子。艾不是艾小石的姓，佤人在稱名習慣 

都加一個艾的n頭語。艾小石的部隊又稱艾家。艾小石的妻子李玉仙(Li Yi Seng或Daw 

Yok swe)與永廣土司麻哈散有親戚關係。 

一九五七年國民黛軍收編少數民族的武裝部隊，以對付中共。艾小石即時響應，武 

裝佤族。 

六二年，中共爲了圍剿國民黨軍，將中、緬未定界中有國民黨軍的部分劃給緬甸， 

並要求緬軍合力圍剿國民黨軍，逼得佤族游擊隊撤出佤邦，開始到處遷移。 

六六年，他與昆沙同時成立自衛隊。七O年，他到了丹陽，這是他遷移的第一站， 

他不斷與緬共作戰，但是因緬共有中共做後盾，故他不是敵手。他在丹陽當馬俊國部隊 

的大隊長。次年與李玉仙結婚。 



李玉仙是佤邦營旁街人，先嫁佤邦土司的兒子趙遠明，生二子I女。趙遠明於六七 

年遭瘋人射殺。六九年牺共攻入佤邦，她才南-T丹陽的。 

七三年，馬俊國的部隊解散，艾小石帶了!&•三百多人的部隊流落到猛撒一帶，仍然 

接受台灣國民黨大陸工作組情報局第三廳的支持，替國民黨收集中共的情報，並乘機壯 

大自己。 

緬甸政府突然要求他們繳械。他遵<!叩與緬甸政府協議，放下武器。 

雙方協議是准艾小石運送緬甸的東西到泰國去賣，也運送泰國貨物到緬甸去賣。他 

生意做得很不錯，也搶了其他人的生意。七五年他的貨車被緬軍截住，他以走私擾亂國 

家經濟罪名被捕，判了二十年徒刑。他花了數百萬盾，減爲十年徒刑。 

艾小石的佤族革命軍在艾小石被捕之後，進入黑暗期。他們開始再度武裝。因爲佤 

族的根據地也被奪走。艾小石夫人李玉仙收拾佤人舊部，輾轉來到泰、緬邊區。他們在 

一九七九年，定居在馬鞍山的永泰新村，泰名媚占弄，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他們被泰國 

收編爲邊防軍，並得到一塊土地，讓佤族開墾。八三年，艾小石出獄，但是只限制住在 

曼德禮，不得離開。他很快逃離曼德禮，到達永泰新村，並在那裹建了五年制中文致平 

小學。台灣的王季雄夫婦曾在此建基督敎會。台灣也派有敎員。 

艾小石本來接受李文煥的支持。在昆沙勢力進入萊朗之後，李文煥支持艾小石在安 



康山建立佤族委員會，與昆沙對抗。 

他們控制泰、緬邊境的幾個重要入口，保護商人，取得稅收。他擁有數間海洛因廠， 

而且善於經營，故資金充足。 

八七年台湾的大陸工作組還給艾小石三十五萬美元。 

*佤共 

佤族趕走緬人領導的初期，依然打著共產黨的招牌，一般人也叫它爲佤共。實際上 

已脫離共產黨。而且他們內部放棄共產主義。 

趙益來和包英艾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六日會見緬甸情報部門的負貴人金昂。這三人同 

意由當地剛成立的佤族聯軍負責監督緬、泰邊境的防衛工作。佤族聯軍有四千士兵，來 

自邦桑的原緬共總部。已解散的佤族聯軍，將向南擴展，會合先到那裏的佤軍——艾小 

石的部隊，並被緬甸政府承認其爲民兵組織，可以繼續保留武器，控制原來的地區。艾 

小石也到臘戍，與緬軍談判。李文煥由於老關係，也支持艾小石的行動。 

艾小石參加了趙益來的佤族部隊，而變成趙益來的部下。 

當時，艾小石的佤族委員會是占領緬共邦桑總部的佤族聯合黨在泰、緬邊境的代表。 

十一月三日，佤共與泰、緬邊境艾小石的非共部隊合併，而成立佤邦聯合黨和佤邦 



聯軍。趙益來爲佤邦聯合黨總書記。 

繼趙益來訪問臘戍和仰光撥款開發佤邦之後，仰光與佤族之間已締結了某種和平協 

定。 

一九九o年趙益來是當地指揮官和行政長官，他與邦桑的包育昌合作，來往邦桑與 

猛茅之間。 

緬甸政府利用佤族聯軍來牽制和對抗昆沙的部隊。自一九八八年仰光血腥鎭壓學生 

民主運動以來，緬甸全力防衛首都，無力顧及其他地區，遂重施故計，利用各叛軍之間 

的矛盾，製造相互牽制的局面。 

八九年緬共內變，使許多拉祜和佤人部隊擠到揮聯軍和泰土革命委員會的萊朗據 

點。緬共部隊顯然是捲土重來，企圖在原來拉祜族聯合黨據點集合拉祜村民。 

昆沙軍一度爲全國民主陣線和緬共起義軍所孤立。 

緬共起義軍和佤族軍企圖從中、緬邊境向南滲透到揮邦南部和寮國邊境。他們尋找 

緬甸東部毒品走私途徑。 

昆沙在道I段期間，發動猛烈攻擊，並繼續鞏固各處基地，在若干地點建立要塞和 

堡壘，漸漸地他的部隊成員增加了，他又恢復到六千人。這些部隊，由他親信的部下帶 

領，分成小股，散佈揮邦各處。 



八六年香港電視攝影隊來到萊朗，與張蘇泉長談。他當時是與佤共作戰的最重要前 

線指揮官。當時揮聯軍西面有緬甸政府軍，東南面有緬共，南面有泰_邊防軍，國民黨 

軍也虎視眈眈。萊朗有堅固鋼筋水泥工事。 

張蘇泉說他的野戰部隊有八千人，民兵有七千人。揮邦五分之四由揮聯軍控制。 

由他擔任橋樑，大批台灣軍事敎官源源而來。他在萊朗辦有參謀軍官班。他有r參 

謀之父」的美稱。 

佤軍受緬甸政府支持，一九八九年底，與昆沙部隊爆發了零星的戰闘。九o年二月， 

佤族聯軍企_攻佔昆沙的茂敦城基地，但被昆沙擊退。他們在萊朗一帶山區爲搶奪地盤 

而打得不可開交。自八九年昆沙與佤族首次兵戎相見至九一年，昆沙軍死傷四百，佤族 

死傷七百，失踪四百。 

雙方的主要武器是M十六步槍、機關槍和手榴彈，雙方都是向泰國買來的。 

從一九九o年初開始，趙益來的佤族部隊與昆沙之間沿泰、緬邊境發生大戰。佤族 

部隊是緬甸軍用卡車運來此地的。緬甸此舉是爲取悅美國，收美國禁毒局送上門來的宣 

傳之效。但是前緬共部隊的販毒是依然如故的。 

佤族聯軍有很多軍隊，以前有二萬五千人，現在只有一半。趙益來的佤族部隊及其 

全國民主陣線在佤族委員會中，由艾小石率領的佤族兄弟於一九九o年在緬軍暗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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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開始全面攻擊昆沙的的泰土革命委員會部隊，企圖控制泰國邊境的萊朗戰略地區。 

但是昆沙似乎也有緬軍的暗中支持。昆沙與佤邦聯軍的作戰死傷千人，道個仗一直打到 

那年的雨季開始。許多人把這次征戰的爆發歸咎於金昂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成功，緬軍情 

報處的人員現在都爲揮邦的事漏夜加班。 

*魏朝仁 

魏氏三兄弟魏朝仁、魏朝康和魏朝殷的家世本已沒落，他們是四九年逃避中國共產 

黨之禍，而落脚佤邦。七二年緬共進入佤邦，他們又再度逃命。他們後來在泰國邊境立 

住脚跟，投入彭家富軍當副師長。 

魏朝仁本是商人，他要利用部隊，來發展他私人的利益。他與昆沙部隊有利益衝突， 

於是交接艾小石，帶了毒品交給艾小石，賣的錢用作打仗的經費。他同時又交出七千萬 

銖給佤族部隊，當艾小石部隊的參謀長，艾小石大權旁落，成了傀儡。他利用艾小石的 

部隊來對付昆沙，又因力量太小，把李文煥拉了進去，但不久李文煥退出。但是他們聯 

合之後，還是對付不了昆沙，於是帶了四千萬銖二百六十萬美元)到原_共總部邦桑，與 

新佤族軍領導人修好，把趙益來的佤共從佤邦請來。趙益來帶了 一千多人佤族部隊來。 

艾小石與趙益來開始了進一步的實質性軍事合作。魏朝仁有了這些關係之後，在伍邦發 



展了最大的海洛因網。 

*其他勢力與佤族的戰爭 

艾小石有許多海洛因廠，在毒品生意上賺了很多錢。趙益來有軍隊。同是佤族，一 

拍即合，兩個勢力合併。佤族聯軍的指揮部設在馬鞍山，離永泰新村不遠。 

佤族企圖支配萊朗地區。佤族聯軍人馬在一九九一年時已有二萬五千人，控制泰緬 

邊境的許多走私孔道萊朗，是除緬甸政府軍外，唯一在揮邦可以同昆沙爭雄的力量。昆 

沙本來想與其和諧相處，緬甸政府把許多游擊隊收編之後，鼓勵佤族軍與他作對。昆沙 

他們不想與fa族軍衝突，並希望說服趙益來和艾小石，與他們站在一起。但是，佤族聯 

軍控制克欽邦和佤邦的鴉片，昆沙的軍隊阻擋了他們的毒品運銷泰國。 

昆沙的蒙泰軍曾派出多次使節，與艾小石和趙益來和談，均爲其拒絕。 

昆沙提出和平建議，四月二十四日致函趙益來「兄弟」說：「持續戰鬪對雙方都有 

害，我再次建議彼此合作，分享這片土地的利益。j過去，昆沙曾六次呼籲停火，但是 

佤族聯軍都不肯化干戈爲玉帛。 

同時，當地國民黨殘軍金錢支持和全國民主陣線武裝及鼓勵麻哈散與昆盧麻哈的佤 

族組織奪取了夜奧通往猛邁進入揮邦的戰略孔道。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兩個山頭之間的 



肉搏戰和砲戰，使佤族數百人喪生。 

*勾結緬旬政府 

昆沙的揮聯軍與捍邦軍有仇。它們結仇一是因爲領土，昆沙控制了佤邦通往泰、緬 

邊境的走私小徑，中途設站，稅收甚豐：二是昆沙與緬軍暗地勾結。八四年三月七日緬 

軍北方軍區司令艾散(Aye San)將軍與昆沙在猛東見面，提議如果昆沙能控制揮邦各派叛 

軍，_甸將不干預昆沙的毒品貿易。緬甸政府等於要求昆沙當它後院的守門人。撣邦的 

各族部隊領袖也公開指資昆沙玩仰光牌。不過，昆沙方面沒有人承認過這件事。 

八四年，緬軍出動大軍攻擊多納山脈北部的克倫族聯盟，並於八七年攻擊緬甸最北 

部的克欽獨立組織C同時，地方緬軍走出碉堡，四出攻擊克倫尼邦的克倫尼族進步黨、 

眉苗—錫箔—猛拱三角的揮邦進步黨、揮邦西南部的帕奧族組織和揮邦民族解放組織， 

並大做宣傳。甚至在只與跨境的印度軍衝突的那加蘭民族社會主義委員會的軍隊也受到 

緬軍的攻繫。但是在緬軍道種狠打亂打之下，昆沙的撣聯軍和召光正的撣革命聯軍卻安 





11&沙-金三角傳寺_-3 12 

*揮邦軍 

揮邦反抗緬甸的正統索演達的靑年義勇軍由南含坎改組的揮邦軍繼承，它在南含坎 

離開之後，採取集體領導方式，主席爲昆加努。 

揮邦軍後來明顯分爲東派和北派，北派領袖召鎖能(saoHSONOOm)於八四年以 

三十七歲壯年因病死亡，賽列(say Leik)接班，請鎖天(Hso Ten)當其政治組織揮 

邦進步黨的黨主席，開始與緬共合作。 

揮邦軍與昆沙爲敵。他們的小股部隊時常在揮邦東北部與蒙泰軍發生零星的戰鬥。 

一直到九I年前後，赛列所率領的聯軍還進攻昆沙的一個據點。 

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泰阈 <民族報》載昆沙有與全國民主聯合陣線聯合的迹象。其 

中揮族由赛列揮邦進步黨爲代表。全國民主聯合陣線(NDUF)在泰國夜豐頌府夜沙良 

縣附近，緬境的瑪納坡的克倫族聯盟總部舉行第二次大會。會場外，赛列與泰土革命委 

員會的代表見了面。此後，他們的代表進行了兩次會談，已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在見面期間，泰土革命委員會的代表交出由召光正和昆沙簽名的一封信，信中籲請 

各派叛軍之間的團結。 

以後，賽列和克欽軍主席趙湘在赴克倫族聯盟總部瑪納坡途中，聯名寫信遨請召光 



正，請他到克倫軍的總部見面，因爲緬軍正在進剿他們兩個團體，別處會面都不安全。 

<麥見第四聿第一二七頁。) 

*召光正與昆沙 

當過揮邦軍參謀長的召光正從八o年代初起，因諸事不如意，開始與李文煥疏遠。 

八二年，召光正接受訪問時說，他的組織是反共的種族分離主義運動的團體，其治 

下人民亟需種植鴉片，因爲他們別無謀生方法。他除了與李文煥的關係之外，還同積極 

販毒的拉祜和佤族團體勾結。 

召光正以揮革命聯軍及原撣邦民族聯合陣線主席的身分呼顏撣邦團結，召占毛的東 

部揮邦軍也響應合併，正式組成泰土革命委員會，同時也將他們軍隊統稱泰土革命軍 

(TRA)。召占毛爲泰土革命軍主席。他們宣布反共，但是不參加緬甸各叛亂少數民族非 

共聯合的全國民主陣線。 

馬丁 •史密斯(Martin smith)於八四年訪問秉龍，他看到在那裏很容易買到鴉片 

和海洛因。有一位泰國上校在訓練揮革命聯軍的軍隊，同時也有人向他介紹一位來自猛 

撒的緬甸警察。 

泰土革命軍在泰國邊境附近攔截一小隊緬共所運鴉片後，正式宣布退出鴉片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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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它仍然對通過它控制區的馬幫徵稅。它拒絕參加全國民主陣線。 

揮革命聯軍對外宣稱五個常駐基地有二千至三千兵員，武器都是美製，是越戰時從 

寮國政府和泰國黑市買來，揮革命聯軍有一個印刷廠，印製撣文的敎育和政治文件。它 

的黨綱主張各種族團體在議會民主的聯邦組織下保存種族和部族的傳統。 

昆沙退到萊朗，棟住脚步，逐步發動攻擊他的敵人，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李文煥。 

八四年初，日益膨脹的揮聯軍切斷了李文煥的玉石和鴉片的運輸通道，使他收入大 

減。緬軍在昆沙的協助下，破壞了李文煥在泰國邊境之北的九間海洛因廠。李文煥爲揮 

邦軍南派所阻，使他的商隊無法在猛邁自由通行。泰國僱傭軍也襲擊了李文煥在泰國境 

內的若干海洛因廠，使他雪上加霜。這是他到泰國二十多年來，首次遭到泰軍的攻擊。 

一九八四年，李文煥在淸邁的豪華住宅爲一輛滿載炸藥的卡車衝入，炸毀他大部分 

的房屋和鄰居。傳言這個炸彈是張家(昆沙)主使。由此爆發了二人之間新的一連串戰 

事，李文煥節節敗退。 

接著，揮邦通往秉龍的路又被昆沙切斷之後，召光正就無法取得財源維持他上千名 

士兵的開銷。召光正過去一直與昆沙爲敵，見李文煥已不可恃，乃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 

變，與昆沙展開接觸。八四年初，昆沙繼續擴大他對泰緬的控制，而逐步驅逐李文煥的 

部隊，以鞏固他自己的勢力。 



八四年四月一日，召光正感覺出泰國政府對李文煥等原國民黨軍的態度從熱變冷， 

因爲召光正軍於秉龍附近的山谷幾乎全被昆沙的部隊支配。 

八五年初，昆相先與召光正見面會談，同意兩幫合作。那年三月三日，昆沙和召光 

正經談判、訂約之後，召光正同意與昆沙的揮聯軍合併。召光正這一舉動無異是替李文 

煥的棺材敲下最後一根鐵釘。 

三月至五月間，昆沙的揮聯軍和召光正的泰土革命委員會的聯軍，與李文煥和艾小 

石的佤族軍在泰國邊境夜奧地區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昆沙和召光正的聯軍戰勝，阻止李 

文煥軍和艾小石的佤族軍重開通往薩爾溫江的鴉片商道。兩方面都傷亡慘重。佤族軍對 

揮聯軍在猛馬和康寧的據點的攻擊失敗，而不得不再次退回泰國境內。佤族軍退後，只 

剩下李文煥軍與昆沙爭奪泰、緬邊境的揮邦商道。 

帕奧軍已向揮聯軍投降，而克倫尼軍爲揮聯軍所逼，比前更弱，無法響應佤族軍的 

求援。 

昆沙與召光正聯合，因爲召光正在揮族中聲望很高，將他革命前辈的名義出借，是 

名義上領袖，而昆沙是有錢有勢，掌實權，控制委員會的軍隊和財政。兩人正好截長補 

短，相輔相成。一項未經證實的傳言是昆沙每月付召光正十萬銖(約四千美元)。 

他們在賀蒙簽約，將揮邦革命委員會取消，另外成立揮邦愛國團結委員會，揮邦革 



命軍與揮聯軍名義上合併，改稱蒙泰軍(MTA或MongTai Army)。撣語Mong義爲土 

地，Tai即揮族，蒙泰與泰土或撣邦同義。但是他們的指揮部依然分設兩地，召光正駐靠 

近緬甸邊境，地屬泰國境內的秉龍，昆沙駐賀蒙。當天自由投票，選出昆沙的「六叔」昆 

相爲委員會主席，又於七月四日以投票方式選舉召光正爲揮國第一任總理。蒙泰軍在淸 

邁設有辦事處。 

昆沙的外交部長爲緬甸獨立那年出生的召昆塞(sao Khun sai)，曼德禮大學畢業 

就參加揮邦反抗運動，他一直追隨召光正•，召光正與昆沙聯手時，昆沙要人翻譯英語， 

便請他來，他以後就一直待在賀蒙。 

七月11十一日組織揮國臨時軍政府，法定那天爲國慶日，昆相爲國家主席，召光正 

爲總理，昆沙爲國防部長兼經濟部長。 

開完會，召光正接見記者。人家問他，昆沙這個鴉片大王，你跟他合作，你也沾這 

個汚名。他答說，我是擺夷山的人，我做的是擺夷民族的事，外面怎麼樣誤會，我們不 

管。你們說昆沙是鴉片大王，是你們對他的汚辱，我們所做的是擺夷山革命的事。昭昆 

沙先生協助我做了很多對揮邦人民有利的事情。你們叫他鴉片大王是你們汚辱他。 

昆沙與召光正合併之後，實際上泰、緬邊境東自大其力西達猛邁，共長一百五十英 

里都在昆沙控制之下。兩軍加在一起，有三千至四千人，勢力與揮邦軍相侔。 



在赛列領導的揮邦軍北派還在的時候，昆沙和召光正企圖將他們的軍隊改名爲揮邦 

軍，引起揮邦其他各派的公憤。一九八五年十月，全國民主陣線主席波米亞召集了一次 

會議，出席的有克倫、克欽、帕奧、孟、佤等各族的代表，以及揮邦軍北派的揮邦進步 

黨的昆赛。會議除譴貴昆沙和召光正的行爲外，也討論了揮邦當時的局勢。 

會議沒有制定一致的行動計劃，陣線成員之一的帕奧族被昆沙逐出康寧不施援手 

事，引出各種議論。克欽族的代表持審愼的保留態度。波米亞總結說帕奧族與揮聯軍的 

衝突、克倫尼軍的撤退、佤族軍與昆沙的磨擦，都是揮邦內部的家務事，揮邦各族應同 

心協力，想出共同的解決辨法，並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共同敵人是仰光政權。 

昆沙和召光正控制了泰、緬邊境的大部分，向其他叛軍例如揮邦軍和帕奧族組織進 

攻，而後者的軍隊因在內陸反擊緬軍而不得脫身。 

八七年有幾位俄國官員同昆沙接觸，願意提供物資和人員協助，但是他卻拒絕了， 

因爲他厭惡共產主義。 

九o年昆沙與召光正等人已開始成立揮邦民族共和國，以爭取民族自治，而不是爭 

取獨立。即還是在聯邦之內，以共和國的名義加入聯邦。 

九一年還剩下一個帕奧族軍，四月間本書作者在賀蒙時，帕奧族軍的代表還在那裏。 

他們也是來參加合併委員會。代表把原則帶回，召集軍民開會，如果同意，才將武裝部 

一第十三幸 -3 17 



隊正式合併o <麥見第四章第一二九頁，第六章第一五八頁。) 

♦第I次人民代表大會 

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們正式出面合併各派，撣邦的三十六個土司和二十六種民族 

各推出一個人民代表，共同組成人民大會，擁有一切權力，其武裝部隊仍稱蒙泰軍。其 

他武裝單位也派代表參加。揮邦基本上已經統一。揮邦軍、撣聯軍、帕奧族軍、佤族軍 

四派合併，是揮邦迄今爲止最廣泛的團結。 

它再度改名爲撣邦重建委員會(SSRC)，昆相爲國會主席，召光正爲國家主席，昆 

沙爲國家第一副主席，原召光正的軍事指揮官召幹杰爲國家第二副主席，佤族軍的麻哈 

散爲國家第四副主席。麻哈散雖爲佤族酋長，但是他的佤族軍勢力較小。 

這次的集會在撣邦政治上是有很大意義的。昆沙與麻哈散，關係一直很好。他們間 

從來沒有打過仗。佤族有許多幫派，麻哈散是其中之一——*哈散與昆沙陣營的麻哈卡 

那有親戚關係。麻哈散勢力較小，已經沒有軍隊。一九八九年九月麻哈散與克倫族聯盟 

代表組成的第二次全國民主聯合陣線(NDUF)代表團特地經過昆沙控制的領土，前往 

已成爲伍族聯合黨總部的邦桑。昆沙協助麻哈散與佤族聯合黨聯繫，目的是想借機與佤 

族和解。伍族沒有參加全國民主聯合陣線。麻哈散也因爲在佤族中深具聲望，來拜望他 



的人太多，爲趙益來監禁。不久，他賄賂獄卒，逃出邦桑，進入中國，於九o年一月到 

達泰、緬邊境。趙益來過去的名氣並不大，麻哈散則多年來是佤族領袖。趙益來有軍隊， 

與麻哈散是敵人。麻哈散是在一九八八年參加昆沙的組織的。 

召光正於七月十一日因喉癌去世，其總理和蒙泰軍主席的職位由其副將召幹杰繼 

承。召幹杰亦名桑麻(sang Maat)，萊卡人，是揮、帕奥和漢人的混血，通漢語。他從 

少年起直至五o年代末，參加萊卡地區各派的亂鬥。揮邦起義，他追隨召光正。六一年 

召光正和昆加努組織揮族聯合陣線，分別代表靑年義勇軍和揮邦獨立軍，召幹杰擔任作 

戰部長。六四年，良瑞土司夫人組織揮邦軍，是揮邦軍第三旅的作戰部長，昆加努爲指 

揮官。六八年召光正脫離揮邦軍，自組揮革命聯軍，召幹杰升爲副主席和總指揮官，是 

泰土革命軍副主席和參謀長，深得李文煥信任，但對召光正忠心耿耿。他身材矮小而結 

實，是游擊的能手，自律甚嚴，深得部下喜愛。 

*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 

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揮邦各地選出二百一十八位人民代表，以及居主持身份的全 

境佛敎僧侶上千人，在賀蒙召開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會期三天，在二百一十八位的選 

票中，昆沙得一百五十五票，當選主席。同時，會中首度以投票選出二十七位執行委員， 



主席爲波德文•，顧問團二十二位成員，昆相爲主席：撣國革命委員會由召占毛、召幹杰、 

兆素來、召猛寬(主管政治部門)和昆沙等五位委員組成，昆沙爲主席。 

大會討論撣邦獨立以及撣邦未來的方針，各民族聯盟推選代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 

前，大會的二十七位執行委員共同決策揮邦境內的各項政策，揮邦建國，將一切以人民 

幸福爲依歸，由民意來決定該走的道路，揮邦革命委員會與顧問團爲獨立前的過渡單位。 

八月四日，昆沙正式向人代會辭去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職，因他背負「毒王J之名， 

恐撣邦獨立的理想被誤解。另外，追求獨立激進的人士，指他是漢人，不足以領導揮族 

多數的揮邦。泰國僧王素景打適時出面，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廣播也指泰緬邊境的毒王 

另有其人，他才打消辭意。 

一九九二年初，昆沙與卡倫尼族的叛軍達成聯合協議。五月一日，中緬邊境的佤族 

軍也與昆沙的組織簽訂條約。勢力最大的卡倫族聯盟雖然也與緬甸政府爲敵，但對昆沙 

宣布自緬甸聯邦獨立，則持觀望態度。 

同年十二月昆沙等人以原有人民代表大會爲基礎組成揮國國會。 

*湄公河計劃 

一九九三年起中國和泰國乘其高速發展的餘威，與緬甸和寮國邊境地區的「大湄公河 



計劃」開始。五月下旬，上述四國的高級官員和學者以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亞洲開發銀 

行的官員，在曼谷召開會議。十一月二十七日又在昆明舉行討論會。九四年六國經濟部 

長在河內舉行會議，由亞洲開發銀行主持，批准I百二十億美元的湄公河流域交通與能 

源聯繫計劃，其中一百億美元將用以築路計劃，包括聯繫雲南和緬甸的滇緬公路，另外 

二十值美元將用以發展能源計劃。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泰國、寮國、柬埔寨和越南 

四國在開發計劃署協助下，初簽「湄公河盆地長期發展合作協定草案」，同意共享及聯合 

開發湄公河水源。屆時船隻可自由在湄公河上航行，不再受國界的限制。該項協議美中 

不足的是中國及緬甸沒有簽署。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述六國又在昆明舉行發展湄公河 

流域旅游業硏討會，進行合作，並尋求更多的資源。 

此外，這一地區的國家也在進行r黃金四角開發計劃」，從中國的南方建一條快速公 

路通往泰國北部的昌萊府。換句話說，即從雲南經緬甸揮邦到寮國邊界。同時，它們也 

將從昆明造一鐵路直通大其力，與昌萊鐵路相接。此一計劃已得世界銀行的支持。這一 

工程完成之後，將帶給四國經濟繁榮，揮邦也將成爲經濟區和觀光區。 

但是，這條公路所經過的地區就是昆沙地盤。昆沙到目前得以生存，而愈來愈強， 

在緬甸、泰國、台灣以及緬甸東北部的各路叛軍間縱橫捭閲，揮邦從來沒有成爲緬甸經 

濟的重點也是主要原因。緬甸爲了吸引外國投資者，也必須合力剿滅昆沙。 



另外，緬甸計劃興建一條輸油管，從泰國引進石油，但是該輸油管需通過揮邦， 

沒有得到昆沙的默許，籌款和施H都有問題。 

所以，昆沙發表對策，威脅中國、泰國、寮國、緬甸、越南等六國，若不邀請已宣 

布獨立的揮國參與在其境內進行的各種開發計劃，他的部隊將進行破壞。 

*大其力之戰 

昆沙於九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發出總動員令，要他的部隊攻擊揮邦各處的緬軍據點。 

主要的目標是前一年十二月爲緬軍占領的原蒙泰軍在大其力區域的猛喬保壘。五月中， 

蒙泰軍經過激戰之後，收復了六個據點。 

五月十七至十八曰，昆沙軍與緬軍在離泰國邊界二十四公里的一個村莊發生激戰 

時，駐大其力空軍基地的兩架中共的殲七型戰鬥6炸機對蒙泰軍進行兩次攻轚，因怕昆 

沙的地對空導彈，只敢在高空投彈。 

五月二十曰，緬甸軍部署反攻，並向賀蒙總部採取包抄態勢，緬軍七百對揮軍五百 

人再交鋒。揮軍死亡十八人，受傷四十五人：緬軍被俘十三人，死亡二十餘人。揮軍奪 

取了都柏洪基地。緬族派遣五百官兵，加強戰力。泰國認爲緬甸的內戰危機擴大。泰國 

三二七部隊已全面進入戒備，以防止揮軍與緬軍的衝突擴及泰境。 

若 



三天之後，緬軍對昆沙部隊展開II炸，喪生超過千人。緬甸派七千部隊及六架戰鬥 

機，進行空中戰術，準備收復戰略重鎭足市，少數民族拿出森姆式火箭對抗。 

蒙泰軍在昆沙率領之下，對占領揮邦每一地點的緬軍三個營七個連展開襲擊，蒙泰 

軍隊喪生三百人，受傷六百人，緬甸軍喪生五百人，受傷超過千人。因天候不良，而且 

昆沙在足市配有森姆式火箭六枚，緬甸軍機六架不敢出擊。 

又過了五天，蒙泰軍已進軍到離緬甸東部戰略重鎭不到五公里處，七百名政府軍正 

面臨缺水缺糧問題。緬軍差不多已糧草不繼。蒙泰軍上週猛攻大其力附近的政府軍的三 

個基地，並炸毀大其力水庫的一個大壩。蒙泰軍於五月十七曰至二十七日在大其力周圍 

山頭的三個緬軍外圍據點發生激烈的戰鬥，造成緬軍一百五十人喪生，八十人受傷.，蒙 

泰軍十七人死亡，二十九人受傷。 

緬軍經過了六個星期的攻擊，占據了昆沙的七個山頂營地。緬軍有一百九十六人喪 

生，三百五十七人受傷；蒙泰軍有兩百五十人喪生，可能有八百人受傷。 

七月十一日緬甸政府向美國提議以昆沙交換武器禁運。美國政府堅持人權問題，不 

予答應。自五月政府軍攻擊以來，蒙泰軍死亡二百五十人，政府軍死亡一百九十六人。 

政府發言人說，蒙泰軍已受重創，希望將它在地圖上消除。但是光是緬甸自己無法做到， 

希望美國提供槍枝彈藥。一九九o年以來緬甸從中國取得價値十億美元的武器，但是中 



國造噴射機、船隻和坦克不能用於山地作戰。他們需要的是直升機和小型武器。過去兩 

年來，緬甸軍方已陸續與各族叛軍達成停火協議，才得以專心對付昆沙。 

緬軍發表七月十二日攻克蒙泰軍第八個據點。又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蒙泰軍都受 

傷，昆沙的一名重要副手也在受傷之列。 

至七月止，雙方共打了近二百多場大小戰役，蒙泰軍死傷慘重，多處外圍據點被攻 

占，造成近萬難民逃亡泰國。泰國受到美國的壓力，於八月底封鎖夜豐頌與賀蒙之間的 

道路，切斷了昆沙主要補給路線。昆沙打算把總部搬到大其力附近。同時，蒙泰軍的原 

召光正總部秉龍也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二日之間爲緬甸軍攻破，將面稹四百 

六十二英畝的鸦片田鏟除。 

另一方面，聯合國的一份人權報吿提及昆沙。這份報吿是特別報吿員日本人橫田所 

寫，於十I月二十二曰發表，其中指出，緬軍與蒙泰軍交戰時，雙方都利用百姓當挑夫 

和擋子彈的肉屛障。 

1九九四年年末，緬甸向中國大量購買直升機、裝甲車、步槍、降落傘、巡邏艇， 

顯然是爲了對付昆沙。蒙泰軍已從賀蒙北移至中緬邊境，因原來總部西部有緬軍進擊， 

東部和南部有泰國封鎖。昆沙希望中國對他與緬甸政府的戰爭採取中立態度。 

這一仗共打了七十多天，雙方互有勝負。 



*決戰 

緬甸軍於九五年一月攻克克倫族聯盟總部瑪納坡，克倫族人化整爲零，上山打游擊 

後，軍事次要目標鎖定昆沙。二月初，約三百名緬軍越過薩爾溫江，開始包抄賀蒙。事 

實上，前年十二月，數千緬軍已開始封鎖貿蒙對面的薩爾溫江的各個渡口，企圖拾住賀 

蒙的經濟命脈。 

昆沙在賀蒙也積極備戰。因爲昆沙有防空飛彈。緬甸不敢出動空軍。所以，他們只 

能打傳統的森林游擊戰，這正是蒙泰軍之所長。昆沙指揮部揚言，緬甸軍攻打賀蒙，可 

能在連五道防線的第二道防線都通不過。因爲緬甸軍的後勤將被切斷。 

泰國政府宣布暫時封鎖泰緬邊境，只准村民携帶個人每日所需物品過境，不准携帶 

大量商品過境。泰國政府也表示將攔截和逐退進入泰國境內的任何一方部隊。 

李鶊訪問仰光，提供四萬枝AK四七步槍和八百具降落傘。這些都是爲了攻繫少數 

民族叛軍。 

緬甸幾年來都在五月旱季發動攻勢，九五年則在三月十五日已大舉進攻蒙泰軍的總 

部和幾個據點。三天後，蒙泰軍大其力基地被緬軍包圍，蒙泰軍在撤退之前，發射火箭 

炮轚毀緬軍工事，受傷的蒙泰軍撤至夜柿，爲泰國軍解除武裝，送醫院治療。蒙泰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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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也遭受緬軍空襲。緬軍並從三月二十六日起無限期關閉大其力c 

緬甸欲向蒙泰軍部隊要地移防時遭昆沙軍突襲大其力，損失慘重。 

九五年緬軍新攻勢截至同日止，緬軍和蒙泰軍雙方的傷亡人數如下：緬軍死亡約一 

百人，受傷三百人•，蒙泰軍死亡二十人，受傷四十人，另有三十三人因爲逃入泰國境內， 

爲泰國當局俘虜和扣押。 

九五年三月十四曰至二十八日爲止緬軍向蒙泰軍有過十八次交鋒，緬軍兩星期戰鬥 

死亡五十人，受傷二百人。緬甸的攻勢是希望獲得美國支援，因美國自一九八八年緬甸 

當局鎭壓民主運動之後，已停止援助緬甸。據緬甸政府的官方發表，到這時爲止，緬軍 

已攻占了蒙泰軍的四至五個據點，昆沙現在只剩包括總部在內的三個據點。 

四月九日約三百緬軍大舉進攻賀蒙總部，三十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士兵受傷。蒙泰 

軍死亡七人。 

自四月中旬起，泰國正式宣布封鎖淸邁、淸萊和夜豐頌三府與緬甸長達五百公里的 

邊境。昆沙通過這些邊境，做爲揮族游擊隊物品進出管道的出境口。昆沙經過此路每月 

運送稻米、食物、醫藥和衣服等高達一千萬銖(約四十萬美元)的貿易C 

同時緬甸也在泰緬邊境兩邊城間建築水泥牆壁和有刺鐵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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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局勢對昆沙不利，總趨勢是聯合圍困昆沙，現分述如下： 

*中共 

鴉片本少利厚，中國大陸一切向錢看，貪汚嚴重，金三角鴉片大部分現在都是經雲 

南出口，中共幹部顯然與鴉片貿易不可分，與他們打交道的正是昆沙敵人的佤邦聯軍。 

他們對昆沙自是恨之入骨。 

佤族軍赴仰光談判的代表團中有揚學樂(緬名翁銘Aungsyint)，他原是緬甸華 

僑，於六七年緬甸反華時進入中共，接受中共秘密訓練後，七八年回到緬共的15邦「解放 

區」，擔任緬共主席德欽巴頂陣(Thakin Ba Thein Tin)的私人顧問。佤族起義反對緬 

人幹部時，他護送德欽巴頂陣過境，進入雲南，幾個月後，他又回伍邦，參加佤族部隊， 

現在官拜佤邦聯軍副參謀長，即是佤邦聯軍與中共勾結之證據。 

九五年九月末中共警察發現伍邦聯軍的佤邦南區指揮官田光明上校陳屍雲南昆明。 

以他壟斷鴉片地位，自由出入雲南邊境，也顯示有中共幹部護航。 

緬甸國家法律和秩序委員會第一書記金昂於九四年九月訪問中共。 

李鵬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回訪仰光，次曰與緬甸國家法律和秩序委員會討論邊境與經 

濟問題。雙邊貿易在一九九四年的前十個月已達三億八千萬美元，其中邊境貿易爲二億 



九百萬美元，一九九三年雙邊貿易爲四億九千萬美元。緬甸工業水平比中共低，中共產 

品價格較低，在這些國家有極大銷路，其利益極大。中共爲維持邊境貿易暢通，絕不願 

意看到邊境落入昆沙手中。 

李鵬又與金昂商談了合作對抗毒品販運問題，將共同合作海洛因的跨境活動。緬甸 

已向中共買了戰鬥機和其他武器，最近再向中共另購四億美元的直升機、裝甲車、野戰 

砲、衝鋒槍和巡邏艇。緬甸購買這些武器顯然是爲了對付國內的反對勢力。 

西藏和新强的維吾爾族及內蒙古受世界思潮的影響，都有要求自主或獨立的傾向， 

因此，就算雲南的愫族及雲南的其他少數民族政治覺悟再低，中共也會擔心昆沙提倡的 

禪族獨立毒素，會擴散到隔界語言文化相同的愫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就像前蘇聯的中亞 

各共和國的獨立會影響到新疆內的維吾爾族一樣。昆沙的揮聯軍本來是國民黨反共份子 

和大陸難民的組合，旣然妨礙中緬共同開發揮邦，鏟除昆沙自是共同希望。 

•泰國 

九五年七月泰國以代號「老虎陷阱」行動，逮捕了昆沙的十名高幹。其中有接待我進 
入賀蒙的羅德明和誘捕蘇聯醫生救昆沙出獄的緬甸華僑商人楊思華(泰名ohalee Yan. 

gwirikul，英文名Charlie winr,以及泰北華裔名人納彩圭。泰國這一次的行動，捜去 



了大量帳簿，使昆沙無法收賬，經濟拮据，遂至入不数出。 

泰國逮毒品控制局長還發表，這十人是泰國按泰國-美國法律協助條約拘捕的，同時 

還在繼續追捕另外十人。法庭將決定是否將他們送往美國，泰國也正在調査這些被捕的 

人的身分，以求確定他們爲揮聯軍成員。 

美國禁毒局局長湯馬斯•康斯坦丁 (Thomas Constantine)，在曼谷對泰國這次捕 

獲昆沙高級幹部極爲稱讚。 

十二月十曰泰國謠傳昆沙準備劫持參加淸邁舉行的東盟國家運動會的選手，以便和 

泰國餐方交換，做爲釋放他的十名手下的條件。泰國警察加強警備。 

另一方面，緬甸從九五年三月起已關閉大其力和夜柿之間的邊境口，因爲緬軍指控 

泰國政府讓昆沙軍從泰境夜柿方面來攻。 

泰國先正式關閉萊朗一帶的邊境，繼於九月向緬甸保證切斷夜豐頌與賀蒙的交通大 

道。 

•美國 

美國禁毒局局長康斯坦丁說，昆沙及其揮聯軍是全世界毒品泛濫的主因，他對全世 

界的危害就像黑手黨頭子過去對美國的危害一樣。 



美國總統的毒品控制政策辦公室的人在九五年三月重申，緬甸每年生產兩千四百噸 

的鴉片，是世界最大的海洛因來源地。賣到美國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海洛因是來自緬甸， 

這個數目比八o年代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美國把昆沙視爲海洛因貿易的最主要人物。 

美國政策是緬甸若不征剿昆沙或釋放翁山蘇姬，就不應該給予援助。現在翁山蘇姬 

已放了出來，所以緬甸與美國之間的外交絆脚石只剩下昆沙。 

緬甸政府要向多邊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如果它可以擊敗昆 

沙，鏟除昆沙控制區內的鴉片，這些機構顯然會對緬甸另眼看待。美國是這兩個機構的 

支配國，除非緬甸在緝毒方面有顯著進展，美國國會是不會恢復對其援助的。 

九月中，美國派聯合國大使歐布萊特與緬甸政府商談，雙方只有在圍剿昆沙一事上 

看法相同。 

過去緬甸軍政府不太管昆沙是因爲昆沙是在其自己限制內的土地，而且對其有關的 

緬甸軍官也准時送禮。現在緬甸想重新加入國際社會，對毒品，對叛軍，非大加整頓不 

可。 

九五年初，美國的一份報吿中載明緬甸在緝毒方面已加了把勁。泰國的海洛因價格 

上漲，主要是因爲緬甸海洛因的來源減少的緣故。同一報吿指出，自從國家法律和秩序 

委員會於一九八八年執政之後，鴉片生產暴增，認爲緬甸軍人與毒販暗通款曲。美國將 



協助聯合國各機構和非政府組織與緬甸合作淸除鴉片貿易，幫助緬甸政府愈多，愈有助 

於阻止海洛因流向西方國家。 

美國總統柯林頓於九五年十月二十二曰在聯大發表聯合國五十週年演講，要求全世 

界合力禁毒。他矛頭對準哥倫比亞毒販，沒有提及金三角和昆沙，但是美國對外政策一 

旦強調毒ng，昆沙的日子就不可能好過。 

•圍攻 

緬軍攻佔昆沙在大其力的基地之後，接著包圍昆沙總部賀蒙。緬甸政府也準備使用 

軍機轟炸，因必須飛越泰國領空而作罷。昆沙的蒙泰軍與緬軍處於對峙狀態。 

九五年一月有九個揮邦組織(Shan State Association，CSA)也在紐約集會，由 

當過緬甸獨立後第一任總統的撣族土司趙瑞泰的兒子昭贊良瑞主持討論撣邦局勢。 

七月蒙泰軍名譽指揮官波徳文與年輕成員康矯(Kan Gyawt)率領數千人從南揮邦 

的泰緬邊境出走到緬甸東北部，組織撣邦民族軍(SSNA)。他們指控昆沙販毒，反對「華 

裔商人利用揮族民族事業來掩飾其參與毒品貿易。」他們又批評蒙泰軍就地槍決村民，和 

強徵幼年入伍，指名道姓說張奇夫(昆沙)暗殺多位揮族領袖。他們發誓要與昆沙周旋 

到底。昆沙反控他們是中了緬軍離間之計。雙方在揮邦中部交鋒。 



召幹杰在內變之後，任命j個十人揮邦中央執行改革委員會小組接管蒙泰軍，又藉 

口康矯是他舊■，出門勸說，多月未回。先有謠言說他也參加了叛軍陣營。後來證實他 

因病到淸邁住院。 

昆沙受此壓力，發表聲明，願意向聯合國和歐洲聯盟繳械，但需保證他個人安全。 

他之不願向近在眼前的東協聯繫，是因爲東協許多成員在鴉片方面有巨大利益夾纏。 

十一月二十日曼谷特別監獄曾行文通知刑事法庭，提審昆沙的十名髙幹時特別小 

心，以防劫獄。他們囚於曼谷露天特別監獄中。他們解送時，將銬以大鎖，而且將他們 

分二或三人一車，由獄卒雙面夾於車中，荷槍實彈解送。據傳.•昆沙不惜投下巨款七百 

萬銖(約台幣七百萬元，因泰幣約與台幣等値)，雇用好漢，準備劫獄。 

美國行文向泰國要人，要求引渡到美國受審。 

此時，金三角雨季已吿結束，泰緬邊境的走私重新活躍。緬甸政府圍剿昆沙之戰再 

度揭幕。 

萊朗開戰。佤邦聯軍與蒙泰軍各占一個山頭，相距數百公尺，以大砲和機關槍互相 

II擊。緬軍有二千人在旁爲佤軍助陣C 

緬軍控制的猛撒通往泰緬邊境原有一條大路，爲蒙泰軍佔領，佤邦聯軍另闢一條山 

路，以利補給，蒙泰軍派兵切斷。佤邦聯軍的高級軍官林文從恨邦帶了二千士兵，並以 



騾馬運鍮緬軍供應的大砲、火箭砲和其他武器，經過緬軍控制的猛撒，前往泰緬邊境戰 

場助戰。 

由揮族叛軍組織於一九七六年聯合成立的全國民主陣線(成員包括：克欽獨立軍、 

撣邦軍、崩龍邦解放軍、佤族軍、帕奧族軍、拉祜族軍、欽族軍、克倫尼軍、卡倫族解 

放軍〔即克倫族聯盟〕、孟族解放軍和阿拉罕族聯合陣線…等十六個少數民族的武裝反叛 

部隊)已同緬甸政府，即國家法律和秩序委員會達成停火協定。最堅靱的克倫族聯盟總 

部曼納普坡也於一月被緬軍攻陷，不得已將於十月末或十一月初簽訂停火協定，並準備 

參加國家法律和秩序委員會安排於十一月二十八0：舉辦的國民會議。 

十一月昆沙派軍到中國邊境與緬軍作戰，可能有意將其總部遷往北部。蒙泰軍有二 

千人和當地部隊協助在瑞鼴附近作戰。瑞麗是雲南邊城。 

緬軍在薩爾溫江與泰緬邊境間也部署了二十個師，兵員一萬。 

緬甸與揮邦各反正的少數民族部隊——三千名卡佤'阿卡、克欽、拉祜和崩龍族聯 

軍對昆沙各基地——K其力、萊朗和賀蒙總部等的攻擊一觸即發。昆沙已勸賀蒙居民撤 

至泰國邊境，以求自保。 

昆沙的部將兆素萊與緬軍總地方司令官不斷換文的結果，於十月初與緬軍訂立簡單 

的臨時停火協定，但是只限於揮邦東部，即大其力一帶。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中旬昆沙花了四百萬美元在賀蒙做功德，主辦友誼大會，號召團 

結，請揮族知名人士參加，特別是求彌補由波德文帶隊出走造成的揮族分裂。但是這次 

大會出席者寥寥，邀請貴賓都沒有前來，令他極爲失望。他一氣之下，在衆多外國記者 

前，正式宣布退出撣邦政治和毒品舞台，將政治權力交給蒙泰軍的執行委員會，這個委 

員會的名義上的首領是召幹杰。不過，他又補充說，揮邦即使沒有昆沙，鴉片生產仍會 

繼續下去。因爲揮族人靠鴉片維生。 

昆沙在外國記者前表示有意退休，這不是第一次。他以前提出的退休交換條件是聯 

合國或歐洲聯盟援助開發挿邦，並保證他個人的安全。這些條件太高，國際機構一直沒 

有理會他。緬甸也不答應國際機構越過自己，私下與昆沙打交道，因這樣做等於承認揮 

邦的獨立地位，而侵犯了緬甸的國家主權。 

昆沙這次宣布退休時，可能已與緬軍達成默契。因他與緬軍一直有聯絡。他從一九 

九二年起每個月付約五千美元給賀蒙地區附近的緬軍將領。 

1九九六年元旦昆沙突然敞開大門，歡迎約六百名緬軍開入賀蒙。宴開流水席，連 

續二日。緬方派出十七人的軍官代表團開始談判。昆沙避不露面，談判隨時可能破裂， 

把緬甸官方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立即由緬甸駐泰國大使發表聲明，說即使昆沙投降， 

他們也將把他依法處置。昆沙接著出面，以金錢上下打點，尤其他付數百萬美元給負資 



談判的將軍，保證他投降後和平退休。 

美國國務院於一月四曰宣布懸賞二百萬美元通報促成在美國將他逮捕和定罪。美國 

r再要求緬甸軍政府將他送到美國受審。但緬甸與美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昆沙與緬甸 

談成的協議有十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會把他送去美國受審。所以，緬甸政府對 

美國的要求引渡不予理會。 

接著，他與緬方進行困難的密集談判，企圖以投降換取大赦，保留他在這地區的權 

力。緬甸政府的情報副頭目，也是談判專家喬溫(KyawAvin)參加談判。 

一月七日，昆沙帶領五千多蒙泰軍，數萬武器，包括九千六百11十件重型武器和八 

千顆地雷(緬甸政府宣布是九千七百四十七人繳械，交出輕重武器六千零四件，其中包 

括地對空導彈)，舉行儀式，正式向緬軍代表投降。昆沙在儀式上表示接受政府的領導， 

並懇請政府和人民對他們過去的罪行給與寬恕。投降場面於十一天後(一月十八日)在 

緬甸電視播放。 

賀蒙的八千居民也受到緬軍的優待。緬甸政府的官員已向這些人發放身份證，從此 

他們是合法•公民，可以在緬甸境內自由活動。 

昆沙還在賀蒙，泰國報紙發表了一張他與招降緬軍代表親切談話的照片。 

昆沙最可能的下場應是如羅星漢和他的弟弟羅星民的揮邦革命軍(s S R A)、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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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的緬甸新民主同盟(2N D A)、艾小石和趙益來的佤族聯軍及中國大陸紅衞兵出身 

的林明賢的東揮邦軍等部隊一樣，成爲附屬緬軍的自衞隊。 

緬軍從一九八九年與十六支叛軍達成停火協議，都沒有完全解除其武裝，他們只要 

隨時對緬甸的條件不滿意時都可能再度反叛，如卡倫尼族即是如此。 

一月二十六日，昆沙手下單方面發表聲明，昆沙不但必要會引渡美國，而且還可以 

保有原來的I萬名軍隊及寶石和伐木的商業利益。緬甸不干涉昆沙的經濟利益。昆沙的 

木材和寶石買賣是過去的對象是泰國商人，緬甸政府在協議中取得決定昆沙木材銷售對 

象的權利。昆沙與緬甸當局在有關揮邦發展的條款中提到毒品，昆沙要求緬甸政府提供 

醫療保健、敎育和吸毒問題的協助。 

緬旨現在吃不下昆沙，所以對他的控制逐步加緊最後他將完全消化。緬軍已派了一 

千五百名軍隊駐守賀蒙，同時也在該地興建兩座直升機機場。從一月二十八日起，緬甸 

政府更嚴格規定前往賀蒙地區泰國國商人，下令禁止在昆沙控制地區內使用泰幣貿易， 

以前泰緬邊境的通貨是泰幣。 

二月二日，緬甸政府爲昆沙准備了住所，昆沙也搭了軍方的直升機，從賀蒙直飛到 

仰光看了新居，並見了隱居多年的奈溫，奈溫以前見過昆沙，視昆沙爲r義子」。軍方希 

望他立即搬進去住，他表示希望，給他一點時間考慮。 



奈溫希望軍政府各昆沙較優厚的待遇，以拉攏緬甸的其他叛軍。 

緬軍已把昆沙佔領區完全控制。地區指揮官被調往聽取政府權力的轉移措施。政府 

軍至少將准軍三個月，以訓練原蒙泰軍成爲自衛隊。 

分裂出去由康矯率的蒙泰軍據傳准備向緬軍投降，後因條件不合，率隊到揮邦北部 

繼續頑抗，而且人數也由最初的一千五百人增至五千人。揮族民族主義者，在昆沙投降 

後正在計劃成立新的反抗組織。流亡的揮族異議分子與不屈服的蒙泰軍成員代表見面。 

他們重新整反對派系。他們同意開會，謠傳總部在東部寮國邊境附近，手下有一千人的 

昆沙某r養子」，也將參加反對組織。 

二月六曰緬甸官方S來源稱，當初緬甸政府當初透過某陸軍師長向開出三條件： 

無條件投降，停止一切與毒品有關的措施，全面服從法律。同時大軍壓境，並與少數民 

族部隊夾擊，昆沙走投無路，只得投降。緬甸政府來源f否認昆沙開出包括特設在內 

的十條件之說。 

二月十日緬甸政府正式拒絕美國引渡昆沙到紐約受審的要求。(紐約法庭已按十點 

定罪昆沙從一八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進口或企圖走私三千五百磅海洛因)。緬甸官員正 

式發表，昆沙只是無條件投降，沒有任何交換條件，他的出處將一切依法辦理。一月有 

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名蒙泰軍投降，交出武器七千五百十件：其餘的蒙泰軍繼續小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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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緬甸共燒毀了一千七百五十噸海洛因，參觀的有外交官和聯合國官員約一百人。 

不久外電就傳出昆沙仰光最高級住宅區的一楝湖邊豪華別墅中，距離奈溫寓所不 

遠。他住此已有數周。他和他的叔叔目前在光的音亞湖畔。他投降後來回賀蒙已有數次。 

他又開始在緬甸設立各種合法的公司，以利其販毒洗錢作業。他已在簿設若千合法公司， 

包括設在仰光的幾家玉器、紅寶石工廠以在設在緬甸城鎭的一一家中國貨進口公司和幾 

家貿易行。他手下正計劃在緬甸泰國交接的大其力購地成立一家進出口貿易中心。前蒙 

泰軍指揮官員平和昆沙八名親信將被派到大其力照料那裏的生音。另據泰國情報單位 

說，昆沙最近從泰國金融機構提出兩千四百萬美元，在緬甸投資。昆沙又在曰盛湄公河 

畔設立一個貿易中心，計剷進口華南物資，在緬甸各地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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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圃等地的電視訪問，以及我多次前往台灣、泰國及緬甸的訪 

問記錄。 

組織的簡稱、全名以及中譯名封照 

ABC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美國廣播公司 

AFPFL 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 反法西斯人民 

自由聯盟（自由聯盟） 
Americ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國際開發 

署 
ATV安格利亞電視公司 
BDA Burma Defence Army 牺甸國防軍 

BIA Burma Independence Army 砸甸獨立軍 

BNA Burma National Army 砸甸國軍 

BNDA Burma National Democratic Army 緬甸全國民主軍 
BNDAA Burma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緬甸全 

國民主同盟軍 
BNDF Burma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緬甸全®民主陣線 

BNDP Burma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緬甸全國民主黨 

BDSA Burma Democracy Solidarity Army _甸民主團結軍 

BNUA Burma National United Army 緬甸全國聯合軍 

BNUP Burma National United Party 緬甸全國聯合黨 

BPP Border Patrol Police泰圃邊境巡灞餐察、邊警、特攻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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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部隊 

BSPP 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 細•甸社會主義網領黨 

CAT Civil Air Transport 民航空運大隊 

Chamber of Deputies 代表院 

Chamber of Nationalities 民族院 

Chao Fa Council 土司委呙會 

CIF Chinese Irregular Force 中國非正規軍 

Exective Council for Shan States 揮邦行政委貝會 

FNDF Federal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聯邦全國民主陣線 

Federated Shan States 揮聯邦 

KA Karenni Army 克倫尼軍 

Kambawze College干坡撤大學 

KDP Kokang Democratic Party 果敢民主黨 

KIA 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克欽獨立軍 

KKY KaKweYe 自衛隊 

KNU Karen National Union 克倫族聯盟 

KRF Kokang Resistance/Revolutional Force 果敢反抗軍或果 

敢革命軍 

LNA Lahu National Army 拉祐族軍 

LNLA Lahu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拉祜族解放軍 

LNO Lahu National Organization 拉祜族聯合組織 

LNUP Lahu National United Party 拉祜族聯合黨 

MIA 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cy (緬甸)軍事情報局 

MNDAA 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棚甸 

民主聯盟® 

MTA Mong Tai Army 鲅泰軍 

NDUF National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全圃民主聯合陣線 

Noom Suirk Ham靑年義勇軍 



PA People’s Army (緬共)人民軍 

PDP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Party 議會民主黨 
PLA Pa-0 Liberation Army 帕奧解放軍 

PLF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人民解放陣線 

PNA Pa-0 National Army 帕奧族軍 

PNF Palaung National Force/Front 崩龍族軍/陣線 

PNO Pa-0 National Organization 帕奥族組織 
PNO Pa-0 People’s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帕奧人民解放組 

織 
PSLA Palaung State Liberation Army 崩龍邦解放軍 

PSLP Plaung State Liberation Party 崩龍邦解放黨 

Pyi Thu Sit人民民兵 

RNA Revolutionary Nationalities Alliance 民族革命聯盟 

SAC Shan Affairs Council揮邦事務委員會 
Sea Supply Corporation 海上供應公司 

SEATO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東南亞公約組織 

Shan State Legislative Council 揮邦議會 

SLORC 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國家法律和 

秩序恢復委員會，執政團。 
SNA Tailand National Army 揮族軍 
SNIA Sh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Army 押族獨立車 

SNLF Shan Nationalities Liberation Front _邦各族解放陣線 
SNULF Shan National United Front 揮族聯合陣線 

SNUF Shan State United Front 揮邦聯合陣線 

SNUO Shan National Unity Organization 揮族團結組繊 

SPLA Sh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揮邦人民解放軍 
SSA Shan State Army 揮邦軍 

SSAE Shan State Army East 或 Eastern Shan State Army 



#邦軍東派或東揮邦車 

SSCP Shan State Communist Party 揮邦共產黨 

SSIA Shan State Independence Army 揮邦獨立軍 

SSNA Shan State National Army 擇邦民族軍 

SSNLO Shan Nationalities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揮邦各族 

解放組織 

SSPC Shan State Patriotic Council 揮邦愛國委員會 

SSPP Shan State Progress Party 押邦進步黨 

SSRA Shan State Revolutionary Army 揮邦革命軍 

SSRC Shan State Revolutionary Council 揮邦革命委員會 

SSRC Shan State Reconstruction Council 揮邦重建委員會 

SSVF Shan State Volunteer Force 揮邦志願者部隊 

SSWC Shan State War Council 揮邦戰爭理事會 

SUA Shan United Army 撣聯軍 

Supreme Council of the United Hills' Peoples 山地民族最高聯合 

委員會 

SURA Shan United Revolutionary Army 揮革命聯軍 

TNA Tailand National Army 揮族軍 

TRA Tailand Revolutionary Army 泰土革命軍 

TRC Tailand Revolutionary Council 泰土革命委員會 

Union Military Police 聯邦軍If 

UWSA United Wa State Army fE邦聯軍 

UWSP United Wa State Party (E邦聯合黨 

WNA Wa National Army 佤族軍 

WNC Wa National Council 佤族委員會 

WNO Wa National Organization 恨族組織 

West Company西方公司 



細 
金三角地虐中爾• _、钃甸之間• 

十六萬平方公I■.約aa•的三，四倩大。由, 

於特殊的n史因素及地遭環壞• 金三角成舄 

n片的a«地•_以及.嫌南亞痛_«mm多變的地 
■之一 • 

tt年來，由於__n，品mn的羼視_ 

由三麟及霄堆的••歸王，《名六_ • h中畢麟代 
r性的即鼸rns-jtj •■寧《k■以篇沙舄主w. 

M以<3勘出金三半觸多ts紀W宋之81史供M » 

'；• ■鏵*沙*ra•本T■'的中心•齅寧*興有代褎 

性的•^僅由於*出謇霄•》龥鼸®*金芏__» • 

*" etiznm •寧因只成良》_適遽二次大 



滄桑歲月 
——中國的業'台灣的命、 

我的見證 

mmta 薯 
霣僕180元 

二次大BM*已經五十年.暹半世紀可说邊世學澹《 
變化多蠼的年代•台灣人從曰本BR•成中藝民SIB民 

•暹種nn的11化_充滿焦隈辛鏢亲" 
作者以春《之*. Sij«了台灣五十年來的近代史■不 

MJ*者對於嘗中的■«**成W否.此害W可■人BWil 
半世紀的歷史眞相，更«供了*—手資M供學*作深入 
研《的#考• 

香港 

邱承厲■ 
朱《麵 m 
XM2007C 

<香*>是《寫五僩*爭取自由而從台灣进亡番》的 
爾年之通«"£個人有五種僩性.五轜命a'不過■他 
們有》共WK.軟是《*有*»•不得的人•《管备人的 
a由不m .诅间《鄒是爲«»»车w哞*而ia亡-然而 
«a在《構*讀石山的«rb爲壤子而》>扎_ fa入 
另一橹年w -爾空下的车》而動揮不得"全文w人性 
的別析和ww的心《狀》描**»»而** •彳》»怍者有 
#!!萬《的»« .不情*■得日本直木貫'的作品• 

1動的島 

王幼華署 
足價200元 

本軎透過《1«工作者的《人®史’《B 了中的市 
民《袢物*生態及人際W係的眞相•遏8B由二十一個短 
章構成的小K.»_章》*台灞现實生活的切片毎一 
章都**台*社窨的《動，毎_意》浮瑰台*現代市民 
的心理風录•更明白»■當前的台灣如不*工《«品的 
消贄目標.《t*偉*费文化中•僅《爲》欒消遑而M** 
在一起的大®*•«裏的e情故事' 



作者*I文， 

台X苗栗人.東海大®中文系摹業， 

8在4ai裹等孿術檐W任■- 

後赴曰留擊.考入§a团任罾》• 

現 1:,' ,' 

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昆沙：金三角傅奇/陳文著初版臺 
北市：允晨文化，民85 
面：公分.一一(當代文選； 26) 

ISBN 957-9449-32-5(平裝） 

1.昆沙一傅記 

783.818 85005529 

當代文選® 

昆沙一-金三角傳奇 
作 # 凍文 f K 8 :行政笱局版臺字*2523 # 

發行人 丁元春 t腰#版：灰坤電》讲*有*公用 
主 a 孪怡* V 期:宋晨印*廉 
执行*輯 «家典 印 剩：世*彩色有R公fl 

法律#問 蔡鈥*•邱賢德律两 裝 訂： 8成裝訂行 
出 坂 fc展文化賓衆股份有i公司 
服務電篇 (02)507-2606(代表號） 地 址:台见市_京*路三段21«6後 
劃#幔》 05S4S66-1 »眞《S : (02)507-4260 
娜期 中華民B八十五年七月 坂*所有_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280元 
ISBN 957-9449-32-5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装、請寄回更換 


